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8 日，人们走在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岸边。英国政府 18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单日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390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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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3.3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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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三亚天涯妈妈盒饭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4602002062637，现声明作废。
★三亚东方名爵会娱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MA5RDDBFXE，现声
明作废。
★三亚东方名爵会娱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三亚荣桂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海南石之印象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由人
民币玖佰万元整减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
告。

减资公告

海南奇翼科技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由捌仟
万元整减为壹佰伍拾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广达房地产开发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28407065-9，现声明作废。

★海南广达房地产开发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海南三亚神发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20137481-8，现声明作废。

★海南三亚神发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遗 失 声 明

本 人 周 亭 亭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证 件 号 码 ：
610524198809027661），目前发现有人以本人名义申
请注册了某广告制作中心，现本人郑重声明从未自己
或授权任何人申请在海口办理注册某广告制作中心，
特此声明。

声明

新华社渥太华 8月 18 日电（记者 李保东）加
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关于孟晚舟引渡
事宜的听证会18日结束，但法官没有立即宣布判决
结果。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法庭审理结束时，法官表
示将于10月 21日举行会议商定宣判日期。据加拿
大媒体分析，由于加拿大大选 9月 20日举行，法官
可能将于10月下旬对此作出裁决。

华为加拿大公司在听证会结束后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发表声明，再次指出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中滥
用法律程序的4个方面：政治动机、非法拘留、重大
遗漏和错误陈述以及违反国际法。声明强调相信
孟晚舟是清白的，支持孟晚舟寻求正义和自由。

2018年 12月 1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在加拿大转机时，在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
况下被加方无理拘押。中方表示，加方应该反躬自
省，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并让她平安回到中
国。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18 日说，他原先公布的美军
撤离阿富汗最终期限“可能”
会推后，美军可能留到 8 月
31日以后，以便“撤离全部美
国人”。

◆拜登：
改口仍“嘴硬”

“只要还有美国公民没
走，我们就会一直待到把他
们全部撤出为止。”拜登在美
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时
首次作出这一表态，一改他
先前坚决遵循所定撤军时间
表的立场。

他当天在白宫做了一番
有关新冠疫苗“加强针”的讲
话后转身就走，对现场一众
记者就阿富汗局势“呼喊”提
问充耳不闻。

据 路 透 社 报 道 ，拜 登
“改口”源于受到国内压力，
不少美国议员要求延期撤
军。

近日，随着塔利班在阿
富汗迅速攻城略地，一路挺
进首都喀布尔，美国军人和
外交使团从阿富汗撤离的仓
皇、狼狈情景出现在世人面
前，美国打了 20 年阿富汗战
争、最终丢下“烂摊子”甩手
走人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普
遍诟病，拜登政府处理撤军
的手法也受到美国国内舆论

猛烈批评。
拜登归咎于前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称后者在任时与
塔利班商定撤军协议，而他
只是遵循既定承诺，还把特
朗普所定撤军期限推后了几
个月。拜登 4 月宣布美军 5
月开始撤离阿富汗，后来宣
布8月 31日前彻底结束在阿
军事任务。

在 18 日的采访中，拜登
仍然为其决策辩护，称美国
要在“介入”阿富汗 20 年后
拔足，“混乱不可避免”。

他还说，塔利班当下对
美国撤离本国公民的行动予
以配合，但美方在撤离曾为

美国服务的阿富汗人方面
“遭遇较多困难”。

美国国会两院的共和党
领袖、众议员凯文·麦卡锡和
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已致
信拜登，要求拜登政府向 8
名主管相关事务的议员作机
密简报，就撤离在阿美国人
行动现状作出说明。

◆军方：
“没想到败这么快”

在喀布尔机场，数日来
大批阿富汗民众试图搭上美
国人撤离包机逃离故土，以

致发生踩踏、被美国士兵开
枪驱散、“扒飞机”后从高空
坠落而死的惨剧。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 18 日在记者会上说，
美方对目前撤离人员的规模
和速度“不满意”，“显然我们
还没接近想要达到的人数目
标”。

白宫官员表示，拜登、副
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国家
安全顾问团队商讨了加速撤
离美国公民和阿富汗难民的
办法。然而，白宫没有说明
商讨出何种结论。

国防部承认，美军在机
场组织撤离时“向天鸣枪”以
驱散人群，但声称“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

据奥斯汀说，喀布尔现
在仍驻有约 4500 名美国军
人，“与塔利班之间未发生冲
突，我方与塔利班指挥官的
沟通渠道保持开放”。

与奥斯汀并肩出席记者
会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
克·米利说，美方事前收到的
情报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
明阿富汗政府军会在11天内
溃败。虽然美方设想过“多
种情形”，包括塔利班迅速接
管政府的可能性，但“普遍估
计在美军撤离后，（政府军）
迅速溃败要经过几个星期、
几个月乃至几年”。

（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迪拜 8 月 18 日电（记者 苏小
坡）阿富汗总统加尼18日说，他目前身在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支持塔利班与阿前政府官员
举行谈判。

这是加尼15日离开阿富汗后首次公开露
面。加尼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视频讲话中
说，他是被迫离开阿富汗的，希望此举能避免
流血冲突和更大的灾难。

加尼说，他离开阿富汗当天，其警卫人员
挫败了一起针对他的阴谋。他同时否认有关
自己离开阿富汗时携带大量钱财的指控，称
这是“毫无根据的谎言”。

加尼表示，他支持塔利班与阿富汗前总统
卡尔扎伊等阿前政府官员举行谈判，希望谈
判取得成功。目前，他正在与有关各方协商，
以返回阿富汗继续为阿富汗人民服务。

阿富汗塔利班15日进入并控制阿首都喀
布尔，宣布“战争结束”。加尼同一天在社交
媒体上宣布，为避免流血冲突，他已离开阿富
汗。他当时没有明确表示已经辞职，也没有
说明去向。

新华社华盛顿 8月 18日
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18日宣布，暂时冻结阿富汗获
得特别提款权等资源的渠道。

一名 IMF 新闻发言人当
天发表声明说，目前国际社
会在承认阿富汗政府方面缺
乏明确性，因此该国将无法
获得特别提款权或 IMF的其

他资源。
特 别 提 款 权 是 IMF 于

1969年创设的一种国际储备
资产，用以弥补成员官方储备
不足。本月初，IMF理事会批
准规模为6500亿美元的新一
轮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方案，
以增加全球流动性，并定于8
月23日按照现有份额比重提

供给各成员。
据路透社报道，按照现

有份额比重，阿富汗本应获
得总额约相当于 4.4 亿美元
的特别提款权。

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白
宫一名官员曾表示，将冻结在
美国的阿富汗政府资产。报
道援引阿富汗央行负责人的

话说，阿央行拥有包括现金、
黄金和证券在内价值约90亿
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约70亿
美元储备存放于美国。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
比乌拉·穆贾希德 17 日表
示，塔利班目前已完全控制
首都喀布尔局势，法律和秩
序已恢复。

新华社洛美8月18日电（记者 田耘）瓦加杜古
消息：布基纳法索政府18日发表声明说，该国北部
萨赫勒大区当天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 47 人死
亡、19人受伤。

声明说，一支由国防和安全部队士兵、志愿者
和平民组成的队伍 18日在萨赫勒大区苏姆省遭恐
怖分子袭击，双方发生交火，造成 30名平民、14名
士兵和 3名志愿者死亡，另有 19人受伤。此外，58
名恐怖分子被打死，其余恐怖分子逃逸。目前，追
捕行动已经展开。

2015 年以来，布基纳法索袭击事件频发，安全
形势严峻。今年 6月 4日，萨赫勒大区两个村庄遭
恐怖分子袭击，造成130多名平民死亡。

美军撤离阿富汗期限要推后？
沈敏

IMF暂时冻结阿富汗获取特别提款权渠道

孟晚舟引渡事宜听证会结束

英国最新发布的一项公共卫生研
究报告显示，针对传播迅速的新冠变异
病毒德尔塔毒株，英国应用最广泛的两
款新冠疫苗——辉瑞疫苗和阿斯利康
疫苗的效力相对原始毒株明显减弱，而
完成全程接种的人一旦感染德尔塔毒
株后，其传染性也并不比未接种疫苗的
人低。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意味着通过接
种疫苗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变得更
难。

公共卫生专家提醒公众，由于德尔
塔毒株传播性更强，即使完成疫苗全
程接种，仍要配合执行在公共场所内
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路透社 19 日报道，这项研究由英
国牛津大学牵头，与英国国家统计局、
卫生与社会保健部合作完成，报告未
经同行评议，尚未正式发表于科学刊
物。

研究者分析了从英国各地采集的
300多万份鼻咽拭子样本，对比了今年
5 月中旬德尔塔毒株在英国大规模流
行前后的样本数据，发现接种第二剂
辉瑞或阿斯利康疫苗 90 天后，其保护
效力分别滑落至 75%和 61%；与之相
比，接种第二剂两周后，两者效力分别
为 85%和 68%。从年龄组别来看，就

35 岁及以上年龄层人而言，疫苗保护
效力减弱更明显。

该研究首席调查员、牛津大学医学
统计学教授莎拉·沃克仍然肯定全程
接种两种疫苗对预防德尔塔毒株的效
用。

不过，研究者强调德尔塔毒株传染
性显著增强这一特征。数据显示，那
些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却依然感染新冠
的患者中，体内病毒载量与那些没接
种过疫苗而感染的人体内病毒载量水
平相似。这种情况与英国主要流行阿
尔法毒株时明显不同。

路透社报道说，牛津大学这一研究
发现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先前
一项分析结论相近。

辉瑞公司先前发布消息说，研究显
示其疫苗的保护效力随着时间推移而
减弱。阿斯利康公司上月说，该公司
仍在研究疫苗保护效力的持续时间。

研究报告共同撰写人、牛津大学学
者科恩·普威尔斯说，有关病毒载量的
发现提示大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群
体免疫可能变得更具挑战性”。

他说：“疫苗很可能在预防（发展
成）严重疾病方面效果最佳，在预防
（病毒）传播方面稍弱。”

（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疫苗研究：

德尔塔太猛，“群体免疫”变难
沈敏

阿富汗总统：

支持塔利班
与前政府官员举行谈判

新华社布鲁塞尔8月18日电（记者 任珂）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事务的委员于尔娃·约
翰松 18日表示，阿富汗局势不稳定可能加大
欧盟难民压力，她呼吁欧盟各成员国为接纳
阿富汗难民做好准备。

欧盟当天召开内政部长会议，讨论阿富汗
局势可能引发的难民问题。约翰松在会后发
表声明说，欧盟正在为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
做准备，应阻止人们通过不安全、非常规和不
受控制的途径前往欧盟。她同时表示，欧盟
不会放弃那些在阿富汗面临直接危险的人。

约翰松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有关难民安
置的工作，帮助需要保护的人。她说，欧盟委
员会愿就成员国间的协调问题提供帮助，并
为此提供必要的额外财政支持。已有大量阿
富汗人逃至阿富汗邻国，欧盟应向这些国家
提供支持。

有报道援引欧盟统计数据说，截至 2020
年年底，阿富汗境内有290万无家可归者。这
一数字今年增加了55万。

2015年秋，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持续战乱迫
使上百万难民越境进入欧盟，引发了 2015 年
欧洲难民危机。一些欧盟成员国担心，阿富汗
近期局势可能会再次引发类似难民危机。

欧盟官员说阿富汗局势
可能加大欧盟难民压力

布基纳法索北部
发生袭击事件
致47人死亡

新华社北京8月 19日电美国《防务新闻》周刊
网站日前刊登美国凯托学会高级研究员特雷弗·思
罗尔等三名专家的文章称，美国政府应停止对台军
售，避免加剧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

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 7.5 亿美
元的军事装备。文章指出，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武
器装备不仅无法确保台湾安全，还可能引发与中国
大陆的冲突，损害美中合作。

文章认为，军售不仅不能在台湾与大陆的冲突
中更好地保护台方，而且是在告诉台方可以继续将
自己的防务责任推给美国。

文章说，数十年来，美国对台军售及其承诺让
台湾地区领导人相信，美国对台湾安全负有最终责
任。台湾购买美国武器只不过是在支付美国在台
海爆发军事冲突时介入的“保险费”。

文章表示，美国通过强化对台军售、增加台海
地区的军事活动而遏制中国的企图会产生相反的
效果，增加了因台湾问题而爆发冲突并将美国拖入
战争的风险。

文章称，对华盛顿来说，以与中国大陆开战为
代价保护台湾并非明智之举。通过对台军售挑衅
中国大陆还将挤压美中在国际贸易、气候变化等全
球问题上的合作空间。

文章还说，美国和中国如果能避免直接军事冲
突，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寻求合作机会，美国
和台湾的安全利益才能最大化。

美国学者呼吁美政府
停止对台军售
避免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8 月 18 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安理会
表决通过第 2589 号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 18 日一致通过第 2589 号决议。
该决议旨在保护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新华社发

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保护维和人员安全的决议

7 月 3 日，在阿富汗帕尔万省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附近，
当地居民在美军遗留下的物品中回收废旧物。（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