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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联邦
参议员伯尼·桑德斯11日表示，
他将继续征战民主党预选。

●美国国会众议院11日表决通
过一项决议，限制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对伊朗动武，除非国会宣战
或授权总统。

●俄罗斯国防部11日发布公告
说，俄两架图-142反潜机11日
对北冰洋和大西洋部分海域进行
例行巡航。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11日与投资者会面时表达信心，
说俄罗斯会挺过与沙特阿拉伯产
油决策之争触发的“经济风暴”，
变得“更加强大”。

●马来西亚新总理穆希丁·亚辛
11日要求所有内阁成员申报个
人财产，说打击腐败是新政府的
关键优先事项。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11日说，叙利亚西北部伊
德利卜省的停火遭小规模破坏。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的塔季军
事基地11日遭火箭弹袭击。3名驻
伊联军士兵身亡，10余人受伤。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2020年3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佟 涵 视觉设计：张 丹 校对：张庆生

拟申请注销登记
公 告

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拟向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2020年3月13日

苑炳恒,男，210102XXXXXX601;张景霞,女,210105XXXXXX286;刘晓凤,女,210104XXXXXX342; 蒋金
春,男,210114XXXXXX001;周晓东,男,210102XXXXXX411;薛炳其,男,21010519XXXXXX1032;岳艳,女,
210104XXXXXX372;杨金梁,男，21011419XXXXXX6016；王秀英，女，210102XXXXXX122；孙艳波，女，
210112XXXXXX022；徐志涛，男，210102XXXXXX371；王凤祥，男，620102XXXXXX461：

我公司与新民市大柳屯镇苇子沟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已超过履行期，你们与我公司签订的
合同也已超过履行期限，苇子沟村委会要求我公司退回土地，这就需要采伐树木，我公司多次与你们联
系，均未联系上，为了解决退地事宜，故发布此公告，请你们见到公告后，立即与我公司联系，妥善解决树
木采伐问题，如此公告发布一个月后，你们没有与我公司联系，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我公司将采用其他
方式解决树木采伐问题。

发布人：沈阳绿丰园速生丰产林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联系人：李绍丽 电话：15140107695
2020年3月13日

通 知

香格里拉——滇西北高原最圣
洁最迷人的地方，藏语译为“心中的
日月”。为了让香格里拉成为各族
群众的幸福家园，24 年间，迪庆军
分区原副司令员龚曲此里用从不停
歇的脚步，丈量滇西北高原的每一
寸土地，全身心投入藏区的发展稳
定，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拉萨“3·14”事件发生后，他翻
雪山、进牧场、入村社、访寺庙，整整
4 个月时间，跑遍了迪庆藏族自治
州3个县29个乡镇，宣传党的民族
政策和宗教政策。当作完第 46 场
报告后，他虚脱得瘫坐在草地上。

龚曲此里把人民的利益装在心
里，群众不脱贫就寝食难安。他带
领当地 200 余户群众科学种养殖，
从平整菜畦、播撒菜种，到浇水施
肥、搭设菜架，手把手地教他们种
菜。在龚曲此里的努力下，迪庆街
头破天荒出现了卖菜的藏族村民，
还涌现出了蔬菜专业化生产村，先
后建特色养殖场21个。

2007年，在分区副司令员岗位
上已届10年的龚曲此里，到了规定
的最高任职年限，可以到宜人的昆

明安度晚年。但他以自己对藏区熟
为由，请求上级批准他继续留在高
原工作。

龚曲此里认为报党恩、军恩的最
好行动是做好每一项党交给的工作。

2009 年，年仅 54 岁的他，因长
期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塞而殉职。
2010 年 8 月，中央军委追授龚曲此
里同志“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优秀
干部”荣誉称号。

记者 贾启龙
据新华社昆明3月12日电

龚曲此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据新华社马尼拉3月12日电
（记者郑昕 袁梦晨）亚洲开发银行
（亚行）12日发表声明说，将通过其
供应链融资计划提供 2 亿美元，支
持亚太地区生产、配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所需药品及物资的企业。
亚行贸易和供应链融资事务负

责人史蒂文·贝克表示，这笔资金主
要提供给核心抗疫企业，亚行希望
此举能支持有意扩产的企业。

亚行将提供2亿美元支持抗疫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11日电
（记者吴刚）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议会上院）11 日表决通过宪法修
正案草案。

俄联邦委员会当天以160名议
员赞成、1名反对、3名弃权的表决

结果，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
俄现行宪法于 1993 年通过。

今年1月15日，普京向俄议会两院
发表国情咨文时提议修宪。1月20
日，普京向俄国家杜马提交宪法修
正案草案。

俄议会上院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

据新华社日内瓦3月11日电
（记者刘曲 陈俊侠 沈忠浩） 世界
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1日说，新
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

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的例行记
者会上说，疫情的传播程度和严重
性令人深感担忧，“因此我们评估认
为，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
大流行”。

他说，过去两周中国以外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数增长了13倍，受影
响国家和地区数增加了两倍；目前
114个国家和地区的确诊病例累计
超过11.8万例，死亡病例达到4291
例，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在医院里为
生存而战。未来几周内预计确诊病
例数、死亡人数以及受影响国家和
地区数量还将进一步攀升。

他说：“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冠
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我们以前
也从未见过得到控制的大流行。”
他再次呼吁各国采取紧急的、积极
的行动。“我们已经响亮而清楚地
敲响了警钟。”

世卫组织说目前114个国家和地区的确诊病例已超过11.8万例

新冠肺炎疫情可称为大流行

上图：3月11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政工作人员为公交车消毒。土
耳其11日确诊该国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政府加强防控措施，防止疫情蔓延。

下图：3 月 11 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家超市，顾客在排队结账。
11 日，随着黎巴嫩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民众开始出现抢购基本生活物
资的情况。 新华社发

3月11日，在法国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法国总统马克龙（左一）和夫人
布里吉特·马克龙（左二）迎接来访的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右一）和王后
莱蒂西娅。鉴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双方以致意取代握手和亲吻礼。

新华社发

马克龙会见西班牙国王
以致意取代握手

3月11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日暴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

跌1464.94点，收于23553.22点，跌幅为5.8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
跌140.85点，收于2741.38点，跌幅为4.8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92.20
点，收于7952.05点，跌幅为4.70%。 新华社发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日暴跌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北京3月 12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10日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
情防控工作。海外的中国维和军人、
防疫专家以及华侨华人表示，习近平
主席赴武汉考察，极大鼓舞了抗疫一
线人员的士气，明确向世界传递了中
国战疫必胜的信心。

坚强领导 众志成城
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情

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
段性重要成果，海外同胞深受鼓舞。
他们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众志成

城，必将赢得抗疫的最后胜利。
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

指挥长高朝宁说，习近平主席赴武汉
考察疫情防控工作，给抗疫一线的勇
士们极大鼓舞，同时也让世界看到了
中国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第15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
和工兵分队指挥长李萌说，疫情呈现
全球多地蔓延趋势，我们身处海外，
将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指示要求，做好
防控工作。

美国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
会会长何伟明说，海外华侨华人为国
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感
到鼓舞，为战疫中体现的中国力量和
中国精神感到自豪。中国政府果断

采取前所未有的防控举措，是把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海
内外华夏儿女在战疫中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展现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的家国情怀。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会
长李锦辉表示相信，中国人民战疫必
将取得最后胜利。他说，中国人民齐
心协力，取得疫情防控的阶段性重要
成果，给疫情形势日趋严峻的其他国
家树立了标杆。

抗疫典范 守望相助
许多海外同胞还表示，在全球抗

疫合作中，中国分享经验、伸出援手，
与各国携手抗击疫情，是与世界各国

同舟共济，命运与共。
中国红十字会援助伊拉克抗疫

专家组成员韩孟杰说，中国遭遇疫
情后迅速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动员
全民进行史无前例的抗疫并取得积
极进展，正给其他国家带来战疫成
功的希望。

韩国“一带一路”研究院共同院
长、韩中文化友好协会会长曲欢说，
中国成功抗疫将成为全世界学习的
典范。

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总
会长李中平说，作为海外侨胞，我们
要全力支持祖国打好疫情防控阻击
战，同时也要为世界抗疫尽力，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战疫必胜信心
——海外同胞高度评价习近平赴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1日电
（记者刘品然） 美国国务院 11 日
说，原定于3月下旬在美国匹兹堡
市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将通过
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美国国务院当天在一份简短

声明中说，出于高度谨慎考虑，美
方决定通过视频会议形式举行原
定于 3 月 24 日至 25 日在匹兹堡举
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随着新冠
肺炎疫情在美国和全球蔓延，美国
政府一些外交活动受到影响。

七国集团外长会
将通过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记者刘秀玲） 阿富汗塔利班发
言人 11 日向媒体记者确认，阿富
汗政府当天宣布分阶段、有条件
释放塔利班在押人员的做法违反
塔利班与美国 2 月底签署的和平
协议。

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
治办事处发言人苏海勒·沙欣 11

日接受路透社记者电话采访时
说：“（塔利班与美国签署的）和平
协议中写明，先要释放 5000 名在
押人员，然后才开始阿富汗内部
对话。”

阿富汗政府 11 日宣布，总统
阿什拉夫·加尼签署政令，决定
从 14 日起逐步释放 1500 名塔利
班人员。

塔利班拒绝阿富汗政府释囚方案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1日宣
布，自13日午夜起暂停美国与英国以
外的26个欧洲国家间人员往来。

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美国
经济造成的压力，特朗普同时宣布多
项应急财政措施。

旅行禁令将从13日23时59分起
生效，为期 30 天。特朗普说，这一旅
行禁令将“视情况作调整”，且不适用
于英国。而接受恰当筛查的美国民众
也可以免受禁令限制。

法新社和德新社注意到，特朗普
讲话时表示禁令不仅适用于人员往
来，同时适用于货物贸易。但大约 1
小时后特朗普经由社交媒体“推特”澄
清，“全部国家和企业须知：贸易绝不
会受欧洲旅行禁令影响”，“只限制人、
不限制货物”。 据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颁布
30天美欧旅行禁令

新华社纽约3月11日电（记者
长远）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
部时间 11 日 21 时（北京时间 12 日 9
时），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
1281例，死亡36例。

这一数据来自该大学新冠病毒
研究项目汇总的美国各州疫情报
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
的数据最后时间为 10 日 16 时，病例
数为987例。

美国新冠肺炎
病例数升至1281例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12 日就美
国针对中国驻美记者的无端打压
和歧视性做法表示强烈谴责和坚
决反对。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表
示，美方对中国媒体打压不断升
级、对中国记者入境签证采取歧视
性政策、以种种理由限制中国记者
在美采访的举动严重侵犯了中国

新闻工作者正常合法的海外新闻
报道权益，严重损害了中国媒体和
新闻工作者的声誉。中华全国新
闻工作者协会表示强烈谴责和坚
决反对，并郑重呼吁美方立即停止
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
政治打压，切实纠正对中国驻美记
者合法权益无理侵犯的错误做法，
切实保障中国驻美媒体的正常运
转和中国记者的正常工作。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强烈谴责美国针对中国驻美记者
的无端打压和歧视性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