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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陈茉含2020年12月2日住院，票号
0002890780的票据遗失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城北区海西
路59号45号楼1单元4层10423室梁晶的购房收据，票据号
5555379，票据日期2018年9月9日，2551元；票据号5944931，
票据日期2018年5月2日，金额10万元，票据号3709699，票据
日期2017年9月1日，金额177361元，声明遗失。

遗 失 声 明
青海惠风和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城东
昆仑东路支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
准 号 J8510012099101，账 号
28021001040001276），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青海美瑞可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公章（网号：6301012128857）、财务
专用章（网号：6301012128859）、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8510011387402，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
账号：630226283）及网银UK（复核KU编号0305549004086101、制
单KU编号0305549004086114）遗失，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青 AG2191 号 牌 遗 失 ，青
H85156， 青 A31353， 青
ABQ772 ，青A1496Y行车证遗
失。青AGJ629，青A5207X，闽
ALP859，青A37095，青AB2169
登记证书遗失。青BQ7723行
车证登记证书遗失，特此声明。

结束困难重重的2020年，世界
迎来一个充满挑战的开年——新冠
肺炎疫情仍然相当严峻。5 日和 6
日，几个国家创下令人忧心的纪
录：美国3770人死于新冠肺炎，为
疫情以来最高单日死亡人数；英国
单日新增病例首次突破6万例；日
本新增确诊人数第一次超过 6000
人。疫苗的接种速度尚未赶上病毒
的传播速度，美国还曝出“富人优
先接种”的丑闻。在中国，河北省
数日之内新增确诊病例破百拉响疫
情的最新警报。国家卫健委6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全国 31 个省 （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5日新增确诊病例32例，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 64 例。英国 《卫报》
称，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中
国有通过严格封锁和旅行限制控制
疫情的成功经验。现在，中国还在
加紧推进于春节之前完成接种百万疫苗
的计划。

世界迎来严峻的开年世界迎来严峻的开年

在世界范围内，新冠病毒的扩散也并
没有显示出任何趋缓迹象，即便是一些国
家已经加大接种疫苗的力度。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全球新冠肺炎
确诊人数累计已超过8600万，186万多人
因此失去生命。

当地时间5日，美国报告了疫情以来
最高单日死亡人数。CNN称，“超过3770
人”，这是一个严峻的里程碑，比不到一
周前创下的纪录多出 20 余人。同一天，
美国因新冠肺炎住院的人数也创下纪
录，达13.11万人。目前，该国累计确诊
超过2100万例。5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
杂志》 的最新研究称，美国的实际病例
数可能是上报病例数的4倍。截至去年11
月中旬，每 7 名美国居民中就有 1 人感
染。

“今天，几乎每一份英国全国性报纸
的头版都是新冠病毒。”《卫报》6日称，英
国可能在未来数月面临最严厉的封锁措
施，因为数据显示，英格兰每50人中就有1
人感染新冠病毒。英国大臣们承认，周二
午夜开始执行的为期7周的全英格兰封锁
可能会延长至3月。6日，英国教育大臣确
认将取消英格兰今年夏季的 A-Level（高

考）和GCSE（中考）。
在亚洲，日本6日新增确诊人数首次

突破 6000 人，连续两天创新高。共同社
称，感染病例呈现爆炸式增长的局面，医
疗资源已达极限。7日，日本政府将以首
都圈的“一都三县”——东京都、神奈川
县、千叶县以及琦玉县为对象，再次发布
紧急事态宣言，预计从1月8日持续一个
月至 2 月 7 日。有日媒对比日中的做法
说，东京新增患者人数最多，可每天最多
只能做1万例左右的核酸检测，因此很难
找出感染源。而中国一旦发现确诊病例，
就快速锁定密接人群，并对其进行核酸检
测。若是发现某地出现群体感染的情
况，还会立刻将该地区封锁。中国的做
法在日本看来有些“神经质”，但确实有
效。

美联社6日评论说，德国日增死亡人
数第二次超过 1000 人，默克尔政府面临
越来越大的压力。墨西哥城医院收治的
患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南非和巴西
正在努力为新冠肺炎死者寻找下葬之
地。疫情让各国政府重新采取封锁措施，
医院再次挤满了人，人们的生计也被迫中
断。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卷土重来并变
异，今年1月是一个严峻的开年。

疫苗短缺和分配丑闻疫苗短缺和分配丑闻

欧洲药品管理局6日建议给予美国公

司莫德纳的新冠疫苗有条件上市许可。
几个小时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称，欧盟已正式批准莫德纳疫苗。此
前，欧盟批准了辉瑞/BioN-Tech 疫苗。
同一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芬兰、
瑞典等13个欧盟成员国的外交部长敦促
布鲁塞尔向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
吉亚等“东欧伙伴计划”国提供疫苗帮
助，以使边境真正安全。

由于疫苗面临缺口，美国和英国都
出现呼吁推迟第二针疫苗接种，以便让
更多人获得第一针疫苗的声音。5 日晚，
美国得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凯文·布雷
迪在推特上证实，他的新冠病毒检测呈
阳性。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布雷迪去年
12 月 18 日已经接种了第一针辉瑞疫苗。

《华盛顿邮报》称，这令人们对加大接种
疫苗时间间隔的争论有了新认识，说明
只接种一针疫苗的人仍然很脆弱。临床
试验显示，辉瑞/BioN-Tech 的一针有效
率只有 52%。

伴随着疫苗短缺的是丑闻。《华盛顿
邮报》6日披露说，最近一些富有的捐赠
者接到佛罗里达州高端护理机构 Mor-
seLife 的邀请，问他们是否想打新冠疫
苗。原本这些稀缺的疫苗是提供给本地
居民和养老院员工的。此事引发普通民
众的沮丧和愤怒。在佛州，很多老年居
民连夜露营排队，希望能打上一针。

本报综合消息

新冠疫情在多国拉响最新警报

新华社华盛顿1月6日电（记者高攀 许缘）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日公布对印度、意大利和土耳
其数字服务税的“301调查”结果，称这三国的数字
服务税“歧视”美国企业、不符合国际税收普遍原
则，但未宣布关税惩罚措施。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方目前不会针
对上述调查结果采取任何具体措施，但会继续评
估所有可用的政策选项。美方近期还将公布针对
其他贸易伙伴数字服务税的“301调查”进展。

去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开始对欧
盟、英国、意大利、巴西、印度等10个贸易伙伴已执
行或正在考虑的数字服务税发起“301调查”。

所谓“301调查”源自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
301条。该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的“不
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
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

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7日说，自去年
11 月底发现当年首起养殖场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以来，韩国迄今扑杀1490万只家
禽。

韩联社援引农林畜产食品部消息报
道，养殖场迄今发现47例病例。其中，首
尔市附近京畿道病例最多，达 12 例。另
外，野生禽类中迄今发现60例病例。最近

一次报告的病例出现在首尔以南131公里
的阴城郡一家养鸭场。

依据韩国防疫规定，一旦养殖场确认
禽流感病例，方圆3公里以内所有家禽均
应扑杀。另外，政府已多次向全国禽类养
殖场发布“封闭令”，限制车辆和人员流
动，同时展开消杀作业。每次限令为期24
小时至48小时。

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去年11月28日
确认，全罗北道井邑市出现韩国当年第一
起养殖场禽流感疫情，肉鸭检测中检出
H5N8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禽类
之间传播的高度传染性病毒。2014 年全
球首次发现这一病毒以来，尚未发现人感
染这种病毒。

新华社特稿

韩国政府一个代表团定于7日凌晨启程赴伊
朗谈判，寻求遭伊方扣留的“韩国化学”号韩籍油
轮尽快获释。

韩国外交部高级官员6日说，韩方打算把油轮
遭扣与伊方在韩遭冻结资产两项议题分开谈。

派团查证
韩联社6日报道，韩国外交部非洲中东局局长

高炅锡7日凌晨将率韩国政府代表团经由卡塔尔
首都多哈飞赴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方就韩籍油
轮遭扣谈判。多名伊朗官员起初不同意韩国政府
派代表团赴伊，但在双方讨论后接受。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日以“韩国化学”号油
轮“多次违反海洋环境相关法律条例”为由，把这
艘油轮及20名船员扣留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韩
国外交部5日约见伊朗驻韩大使表达抗议。伊朗
驻韩大使告诉媒体记者，全体船员安全。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长）崔钟建6日告
诉国会议员，韩国政府认为暂时没有证据表明“韩
国化学”号导致伊方所说的环境污染。“如果是达
到肉眼可见程度的海洋污染，我们应该能够从直
升机上（观察）确认，”崔钟建说，“但尚无这样的证
据，并且油轮起航时配备足够的安全设备。”

韩方代表团将查证的事项包括：油轮是否导
致污染、当时在公海还是伊朗领海航行、伊方扣留
程序是否符合国际法。如果伊方启动司法程序，
韩方代表团将向船员提供帮助。

分开处理
崔钟建定于10日前往伊朗。韩国外交部说，

这是先前确定的安排，崔钟建将与伊方讨论一系
列双边议题。

按照多名韩国国会议员的说法，崔钟建告诉
他们，确保船员获释是韩国政府的优先事项。韩
方将把伊方在韩遭冻结资产与油轮遭扣押两项议
题分开谈。

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对伊朗石油
出口追加制裁以来，伊朗大约70亿美元资产被冻
结在韩方银行。伊朗近期不断要求韩方解冻这些
资产。

一些分析师认为，伊朗试图以扣留油轮为砝
码向韩方施压，寻求韩方解冻伊方资产。

路透社解读，伊朗在美国当选总统约瑟夫·
拜登就职两周前扣留韩籍油轮，意在传递伊方
诉求，即拜登政府解除由特朗普政府施加的制
裁。 新华社特稿

美国房地产研究企业“核心信息咨询
公司”房价指数显示，新西兰房价去年 12
月上涨2.6%，住宅均价达到每套78.9万新
西兰元（约合57.5万美元）。这一涨幅超过
去年11月创下的房价月度增速16年来最
快纪录。

英国《卫报》6日报道，新西兰2020年
房地产市场火爆，去年第四季度房价上涨
6.1%，创2004年3月以来最大季度涨幅。

核心信息咨询公司研究主管尼克·古
多尔说，新西兰陶朗阿、旺阿努伊、波里鲁
阿、吉斯伯恩和北帕默斯顿等地去年四季
度房价上涨10%，“非同寻常”。马斯特顿
房市更火爆，四季度均价上涨17.4%。

古多尔预测，受抵押贷款利率低、消
费者购房情绪高、需求量大于供应量等因
素影响，新西兰今年夏季的房价可能再创
新高。

古多尔认为，当下全球经济形势不稳
定，新西兰人显然把房地产视为“一种安
全投资”和“积累财富最具吸引力的资
产”。

房地产分析师阿肖克·雅各布告诉新
西兰广播电台，房价上涨不再局限于城
市，导致奥克兰房价高不可攀的泡沫如今
已蔓延至全国其他地区。

新华社特稿

防禽流感蔓延防禽流感蔓延 韩国扑杀韩国扑杀14901490万只家禽万只家禽

新西兰房价涨幅连续两月创纪录新西兰房价涨幅连续两月创纪录

韩国代表团
赴伊朗谈释放遭扣油轮

美国公布对美国公布对印度等国印度等国
数字税数字税““301301调查调查””结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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