
一、爱国拥军模范单位（25 个）

中共三亚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三亚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三亚市吉阳区委员会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亚市财政局

三亚市教育局

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三亚市交通运输局

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亚市公安局

三亚市司法局

三亚市医疗保障局

三亚市生态环境局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务局

三亚市群众艺术馆

三亚市人民医院

三亚市军粮供应站

天涯区人民政府

天涯区西岛社区

吉阳区海澜社区

海棠区南田居

崖州区卫健委

二、拥政爱民模范单位（15 个）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91922部队

92155部队

91154部队

96898部队

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

91911部队

海南陆军预备役高炮二团

92018部队

91193部队

武警三亚支队

吉阳区人民武装部

91172部队技术营

91869部队

91959部队三亚舰

三、爱国拥军模范个人（8 个）
张贤芳 三亚市政府副秘书长

吴 萍 三亚市教育局局长

严连勇 三亚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姚 辉 三亚市海棠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邢淑静 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

科科长

李素芬 三亚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一级主

任科员

毛 军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和工资福利科科长

李 丹 吉阳区海澜社区党支部书记

四、拥政爱民模范个人（10个）

韩宝驹 92155部队副政委

戴 翀 96898部队部队长

董 欢 三亚警备区政治工作处中校干事

徐 清 91959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科科长

茆 轩 91593 部队上士

沈明志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心内科副主任

辛中贵 91911部队站长

谭海峰 武警三亚支队政治工作处宣传保卫

股股长

于子洋 91154部队助理翻译

袁盛国 92018部队二级军士长

五、双拥工作先进个人（36 人）
高辉跃 中共三亚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

会办公室融合发展科科长

邓 锋 中共三亚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综合科长

陈百川 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调研员

卢婷婷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事员

赵长胜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市

场管理科科长

傅 琼 三亚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

扆成塘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余娟丽 三亚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大队教导员

周智欣 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胡 华 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三级主任科员

苏琳琳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热带农业科学

研究院技术人员

蒙上雄 三亚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主任

苑书君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务局副局长

符小恺 三亚市妇联一级主任科员

蔡映锐 三亚市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

杨 硕 海棠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林尤回 吉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小龙 吉阳区中廖村两委委员

辛求军 天涯区教育局局长

蒲明良 天涯区槟榔村党委委员

李龙江 育才生态区立才居党委副书记

常 涛 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驾驶员

邢 泽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电视

部民生编辑室主任

黄 珍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记者

韩冰妍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记者

林永海 天涯海角发展有限公司安全保卫

部经理

王英英 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司副总经理

倪海明 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武装部政委

尉 斌 91458 部队政治部保卫处少校

杨小超 91910部队人力资源组组长

刘博击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警卫科科长

张俊杰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纪检科干事

胡 奇 92018部队政治部主任

张军洲 91193部队造价管理室高级经济师

黄国伟 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服务

局服务五队助理员

刘继恒 95925部队助理工程师

六、双拥工作特别奖（5个）

三亚警备区政治工作处

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服务局服务五

队海棠湾保障中队

95925部队

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为树立典型，表彰先进，推动
新时代双拥工作持续深入开展，
市委、市政府、三亚警备区拟对在
创建第十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工
作中涌现出的模范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经过广泛发动、层层推
荐，严格评审，共推选出“爱国拥
军模范单位”25 个、“拥政爱民模
范单位”15 个、“爱国拥军模范个
人”8 名、“拥政爱民模范个人”10
名、“双拥工作先进个人”36 名、

“双拥工作特别奖”5 个等一批候
选单位和个人。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
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候选单
位和个人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
间，如对候选单位和个人有异议，
请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反映。
反映情况须实事求是、明确具体，
并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
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电话，
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公示期限：
2021 年 8 月 5 日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共 5 个工作日。

电话：0898-88227796
传真：0898-88276426

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8月4日

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候选名单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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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指责州长

拜登 3 日说，一些企业和院校有意
采取防疫措施，但“一些州长不愿做正
确的事以抗击疫情”。“我对这些州长说
……如果你们不帮忙，至少别挡道。”

白宫应对新冠疫情协调专员杰弗
里·津茨 2 日说，过去一周，佛州和得州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占全美三分之一。
数据显示，截至 3 日，佛州有超过 1.13
万名新冠患者住院，占用全州 22%病
床。

佛州共和党籍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上周发布行政令，禁止学校强制戴口
罩，称应该由父母为孩子做决定。此
外，德桑蒂斯联合州议会限制地方官员
推行防疫措施的权力。

得州共和党籍州长格雷格·阿伯特
今年春季宣布解除全州范围口罩令，警

告企业和地方政府如果强制推行口罩
令将面临罚款。

路透社3日以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
基为消息源报道，白宫正与上述两个州
就提供帮助以遏制疫情展开讨论。

多地疫情肆虐

德尔塔毒株同样在美国其他一些地
区肆虐。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公共
卫生部门 3 日说，过去 4 周，洛杉矶县入
院新冠患者数倍增加，当天有 1096 人。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萝谢
尔·沃伦斯基 7 月 31 日说，当周全美新
冠住院人数较前一周增加 41%，一周日
均新增确诊病例增加 44%，日均新增死
亡病例增加 25%。

为防控疫情，美国不少地方，比如
加州湾区多地，重新要求民众在室内公

共场所戴口罩。一些公共服务设施、大
企业则要求人员复工前必须接种疫苗，
否则需要每周甚至每日接受核酸检测。

为 推 进 疫 苗 接 种 ，纽 约 市 市 长 比
尔·德布拉西奥 3 日宣布，市政府将要
求民众进入餐馆、健身房和其他一些企
业场所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这一规
定定于 9 月 13 日开始执行，民众需要提
供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证明。

纽约市政府数据显示，大约60%的纽
约人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但某些地区，
主要是贫困社区，疫苗接种率要低得多。

美国政府说，美国近期新增病例集
中于疫苗接种率偏低地区。美联社先
前报道，美国各州疫苗接种率相差较
大，南部州远低于东北部新英格兰地
区，比如佛蒙特州成年人口完成接种率
将近 78%，亚拉巴马州则仅为 43%。

（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研究显示：

完成疫苗接种
感染新冠风险减半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4 日发布的一项研
究结果显示，英格兰地区完成疫苗接种的
人群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降低大约一半。

这项研究分析了英格兰地区 6月 24日
至 7 月 12 日 98233 份新冠病毒检测样本。
这期间，英国新增新冠病例绝大多数感染
德尔塔变异毒株。

研究结果显示，分析对象中，每 160 人
有一人感染新冠病毒，大约 44%的感染者
接种过疫苗；未接种疫苗人群感染率为
1.21%，完成疫苗接种人群感染率为 0.4%，
约为前者的三分之一。

考虑年龄等诸多因素调整后的结果显
示，完成两剂接种后，疫苗效力为49%。“换
句话说，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人群感染可
能性减半，”研究牵头人、帝国理工学院公
共卫生学院教授保罗·埃利奥特说。

埃利奥特说，虽然完成疫苗接种仍不能
100%确保不感染，但接种疫苗对预防新冠
重症“高度有效”；与未接种或只接种了一
剂疫苗的感染者相比，完成接种的感染者
体内病毒量少。

英国迄今批准使用阿斯利康、辉瑞、莫
德纳和强生 4款新冠疫苗。这项研究没有
细分不同疫苗的效力，得出的疫苗效力数
据低于英格兰公共卫生局报告的阿斯利康
和辉瑞疫苗效力。

对此，埃利奥特说，英格兰公共卫生局
的样本几乎全部来自出现症状并接受检测
的新冠患者，而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样本
来自随机挑选的人群，一些感染者没有出
现症状，因此研究得出的疫苗效力低一些
并不令人意外，人们不必担忧。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国防部办公楼、即五角大
楼附近当地时间3日上午发生袭警
事件，一名警员死亡，嫌疑人被当
场击毙。五角大楼随后封锁一个多
小时。

多声枪响

这起事件当天上午 10 时 30 分
左右发生在五角大楼地铁与公交换
乘中心一处公交汽车站台。美联社
以两名执法人员为消息源报道，埋
伏在旁的袭击者冲向那名警员并用
刀扎他的脖子。多名警员随即赶
来，开枪击毙袭击者。

一名事发时在五角大楼附近的
美联社记者说，先是听到数声枪
响，随后又传来至少一声枪响。另
一名美联社记者说，听到警察大喊

“枪手”。
五角大楼位于美首都华盛顿西

南方向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毗邻
华盛顿市区。据法新社报道，换乘
中心入口距离五角大楼正门只有几
十米。

国防部证实，一名警员死亡。
五角大楼保安局局长伍德罗·库斯
说，“发生交火”，“数人受伤”。一
些官员说，两名路人受伤。

库斯说，事件调查将由联邦调
查局主持。后者认定，事件“对民
众没有持续威胁”。

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除事发
地点，五角大楼一带 3 日中午解
封。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说，
他已经下令五角大楼降半旗以悼念
殉职警员。

动机不明

数名执法官员确认，袭警嫌疑
人是奥斯汀·威廉·兰兹，来自美国
佐治亚州，现年27岁。调查人员正
在调查兰兹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否
有心理疾病。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份声明佐
证，兰兹2012年 10月应征入伍，但
不到一个月就被“行政开除”，没有
正式成为海军陆战队员。

网上可以查询的法庭记录显
示，今年4月，兰兹在佐治亚州科布
县被捕，罪名是非法入侵和入室盗
窃。同一天，兰兹在另一起案件中
面临6项罪名起诉，包括严重袭警、
发出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在惩戒机构
制造骚乱。

法官在 5月把兰兹的保释金降
至3万美元，并予以释放，条件是兰
兹不能吸食毒品、需接受心理健康
评估。此时，对他的多项起诉还在
等待审理。

美联社报道，交通繁忙地段发
生袭警事件令华盛顿神经紧绷。自
今年初国会大厦受冲击以来，美国
政府高度警惕联邦办公楼外可能出
现暴力。

今年 1 月 6 日，支持时任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的示威者闯入华盛
顿国会大厦，导致参众两院认证约
瑟夫·拜登当选总统的联席会议中
断。一些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骚乱造成4名示威者和一名警员死
亡，超过 100 名警员受伤。截至本
月 3 日，已有 4 名参与应对示威者
的警员自杀。 （新华社专特稿）

指责两共和党籍州长不抗疫
拜登喊话“别挡道”

8 月 3 日，人们戴着口罩在美国旧金山一家商场购物。
包括旧金山县在内的美国旧金山湾区多个县市 3 日零时起恢复室内公共场所的“口罩令”。鉴于新

冠疫情再度严峻，美国多个州、县和城市纷纷重新实施口罩令。 新华社发（李建国 摄）

美国旧金山湾区多个县市恢复室内“口罩令”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家紧
急危机和灾难管理局 3 日说，阿
联酋将为所有已完成新冠疫苗
接种的民众提供疫苗加强针。

这一机构在社交媒体推特
写道，新冠高风险人群在完成
第二剂疫苗接种 3 个月后可以
接种加强针，其他人群 6 个月后

可接种加强针。
高风险人群包括老年人和

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
阿联酋《海湾时报》报道，新

冠疫苗加强针将帮助激活人体
免疫反应，特别是有助于应对
变异新冠病毒。

阿联酋是全球新冠疫苗接

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阿联酋
人口大约 950 万，迄今超过 79%
的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接 近 71% 的 人 口 完 成 疫 苗 接
种。

阿联酋卫生部门迄今批准
5 种新冠疫苗投入使用。

（新华社专特稿）

阿联酋将为民众提供新冠疫苗加强针

美国五角大楼外发生袭警事件
一名警员死亡

□ 林淑婷

8 月 3 日，一名警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五角大楼附近执勤。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新华社布拉格 8月 4 日电（记
者 杨晓红）据捷克媒体报道，两列
火车 4 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西南
100 多公里处相撞，已造成 2 人死
亡、数十人受伤，其中 7 人伤势严
重。

当地电视台报道说，事故发生
在 4 日早上 8 时左右，在比尔森州
一个村庄附近的岔道口，一列从德

国慕尼黑开往布拉格的特快列车与
当地一列客运火车相撞，目前有关
部门已出动4架直升机和多辆救护
车参与救援。

捷克副总理兼工业、贸易和交
通部长卡雷尔·哈夫利切克已经取
消当日所有安排，前往事故现场。
他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特快列车
在应该停止的位置闯过了信号灯。

捷克发生火车相撞事故
致2人死亡

·关注国际疫情·

由于德尔塔
变异毒株蔓延，
美国多地新冠疫
情反弹。美国民
主党籍总统约瑟
夫·拜登 3 日喊
话疫情严重的佛
罗里达州和得克
萨斯州州长，要
求他们遵照联邦
公共卫生指南防
控疫情，“如果不
帮忙（抗疫），至
少别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