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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非洲已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多国政府升级防控措施，包括关闭
海陆空口岸，号召国民居家隔离和避免外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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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声明
原北市百货商店2004年12月份在职职工全部

转入沈阳红水晶贸易商行共九人，2011 年该企业

的使用权房屋（北市一街 10号）动迁，动迁补偿金

由转入沈阳红水晶贸易商行九名合伙人分配。如

有不实由沈阳红水晶贸易商行九名合伙人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沈阳红水晶贸易商行

2020年3月24日

遗失声明
▲车牌号码辽H8006C道路运输证10325814丢失作废。

▲车牌号码辽H8002C道路运输证10325810丢失作废。

▲沈阳宝仕图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原法人潘湘宝名章丢失，

号码：210122000016312，特此声明。

▲营口市老边区王孝儒，李勇利动迁户回迁款项结算确认

单丢失，边动 0000963，回迁安置地点：欢心甸，楼号：24#

1-4-2西，回迁面积：85.71平方米。特此声明。

沈阳仲裁委员会公告
那剑锋：

本会受理申请人沈阳钱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19﹞沈仲

字第1923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方

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书与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时间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日内。领取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时间为答辩期满之日起5日内。提交证据材料

时间为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并定于提交证据材料期满之日起的第8日上午10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会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决。本会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八纬路23号，邮编：110014，电话：024-82726856。

沈阳仲裁委员会

沈阳仲裁委员会
公告

沈阳前锋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申请人沈阳名仕人力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会〔2019〕沈

仲裁字第19114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会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八纬路23号，联

系人：徐子健，电话：024-82726856。）

沈阳仲裁委员会

莫桑比克 22 日首次报告确诊
病例。

截至 22 日，南非累计确诊病例
274例，布基纳法索75例，塞内加尔67
例，喀麦隆40例，刚果（金）32例，尼日
利亚 30 例，科特迪瓦 25 例，加纳 24
例，卢旺达19例，毛里求斯18例，多哥
16 例，肯尼亚 15 例，坦桑尼亚 12 例，
埃塞俄比亚11例，赤道几内亚9例，加
蓬 5 例，刚果（布）和中非共和国各 4
例，佛得角和赞比亚各3例，毛里塔尼
亚、津巴布韦、贝宁和尼日尔各2例，
冈比亚、安哥拉、厄立特里亚和乌干达
各1例。

为加强疫情防控，关闭国际航线
和边境口岸的国家增多。肯尼亚政
府宣布，从 25 日开始暂停所有国际
客运航班，在 25 日前入境肯尼亚的
人必须在政府指定隔离点强制自费
隔离。尼日利亚将从 23 日起关闭首
都阿布贾和经济中心城市拉各斯的
主要机场，暂停全国范围内的铁路运

输。加纳从 22 日午夜起关闭海陆空
口岸两周。

不少国家号召国民居家隔离，尽
量避免外出。津巴布韦总统埃默森·
姆南加古瓦 22 日要求全体国民避免
一切不必要的旅行和外出。卢旺达
政府禁止除提供食品、药品、燃料、清
洁产品和其他基本服务之外的商店

和市场营业，除提供基本服务的人员
外，所有公共和私人机构员工均应在
家工作。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建议
公众尽量待在家中，减少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

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经济的影
响不容忽视。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
会执行秘书薇拉·松圭日前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传
播，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包括旅游业
受损、外国直接投资减少、资本外
逃、投资放缓等，这些因素将加剧非
洲失业状况。

新华社坎帕拉3月22日电

非洲新冠肺炎病例继续增加
多国号召民众居家隔离

上图为 3 月 21 日，在突尼
斯西迪布济德，中国第24批援
突尼斯医疗队西迪布济德分队
产科医生雷晓真（右二）与当地
医生一起讨论病人病情。

下图为3月19日，在突尼斯
坚杜拜省，中国第24批援突尼
斯医疗队坚杜拜分队心内科医
生肖亮（左二）与当地政府人员
讨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中国第24批援突尼斯医疗
队来自江西省各大医院，目前3
个分队在疫情下坚持正常出诊。

新华社发

疫情下的中国第24批援突尼斯医疗队

3月22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医护人员在市中心的“卫生舱”为市民做
检查。安卡拉市政府在市内建立了“卫生舱”，每个卫生舱配备1名医生
和2名护士，为市民进行消毒和检测服务。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22日在
社交媒体推特上说，该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9例，累计确诊1236
例；新增死亡病例9例，累计死亡30例。 新华社发

土耳其安卡拉的“卫生舱”

图为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服刑人员家属赶往一座发生暴动的监
狱。哥伦比亚司法和法律部22日说，哥首都波哥大一座监狱21日发生暴
动，已造成23人死亡、90人受伤。 新华社发

哥伦比亚首都一监狱
发生暴动致23死90伤

新华社达喀尔3月23日电（记
者邢建桥） 班珠尔消息：冈比亚卫生
部长萨马泰当地时间 22 日晚在国家
电视台证实，该国出现第一例新冠肺
炎死亡病例。

萨马泰说，死者是一名有糖尿
病史的 70 岁孟加拉国男性。他于本
月 13 日从塞内加尔抵达冈比亚，20
日死亡，从其身上提取的样本 22 日
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这是冈比
亚出现的第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
例，也是该国第二例确诊病例。冈
比亚本月 17 日报告了首例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冈比亚报告首个
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据新华社金边3月 23日电
（记者毛鹏飞）中国抗疫医疗专家
组一行7人23日早抵达金边国际
机场，随机运抵的还有8.1吨中方
援助的 N95 防护口罩、医用外科
口罩、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红外线
体温枪等医疗物资。

当天，柬埔寨卫生大臣曼本
亨、中国驻柬大使王文天到机场迎
接。曼本亨向中国医疗专家组行

“合十礼”欢迎他们到来。他说：

“这是柬中友谊、团结和兄弟情谊
的体现。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方面经验丰富，我们的医务人员
将向中国专家学习。我代表柬政府
向中国医疗专家组的到来表示衷心
感谢！”据了解，这是中国向东盟国
家派遣的第一支抗疫医疗队。专家
组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
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选派，涉及领域包括疫情防控、
临床诊疗和实验室检测等。

中国医疗组抵达金边
助柬埔寨抗击疫情

据新华社基多3月 22日电
（记者郝云甫）基于华为云技术的
新冠肺炎AI（人工智能）辅助筛查
系统22日在厄瓜多尔疫情最为严
重的瓜亚基尔一家医院安装完
毕。厄瓜多尔副总统奥托·松嫩霍
尔茨纳同日在其推特账号上感谢
中国公司帮助厄瓜多尔人民共同
抗疫。

松嫩霍尔茨纳表示，华为公司
的尖端技术解决了厄瓜多尔当前
的燃眉之急，为厄瓜多尔战胜疫情
增添了信心。厄瓜多尔是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
长较快的国家之一。截至 22 日，
累计确诊病例达789例，死亡病例
14例。瓜亚斯省及其首府瓜亚基
尔疫情最为严重。

厄瓜多尔副总统
感谢中国高科技助力厄抗疫

据新华社柏林3月22日电（记
者张毅荣） 德国联邦与地方政府 22
日达成新协议，将进一步限制公共生
活，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德国总
理默克尔因与新冠肺炎感染者有过接
触，于当天开始居家隔离。

按照当天公布的协议措施，原则
上公共场所禁止两人以上人员聚集；
建议民众最大限度减少与家庭成员以
外人员接触；公共场所应与他人至少
保持1.5米距离；禁止在公共和私人场
所举行聚会；禁止餐馆提供堂食服务；
美发店、按摩店等也须关闭。上班、就
医、购物、必要考试、个人室外运动等
不受限制。新协议措施要求所有企
业、特别是公共交通相关企业按规定
做好清洁卫生，并对人员实施有效保
护。以上措施将至少持续两周。

除上述全国通用的指导原则外，
德国各地根据当地情况陆续颁布的应
对疫情措施将继续有效。新协议措施
由总理默克尔和各联邦州州长当天下
午举行电话会议商定后向公众发布。
默克尔本人在发布会后开始居家隔
离，原因是她接触过的一名医生被确
诊感染新冠肺炎。

德国强化疫情防控
总理默克尔居家隔离

新华社纽约3月22日电 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2 日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 22 日 15 时（北京时间 23 日 3
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
31057例，死亡390例。

根据数据，纽约州确诊病例最

多，为15783 例，死亡114例；华盛
顿州确诊病例1793例，死亡94例；
加利福尼亚州确诊病例 1547 例，
死亡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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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万例

新华社伦敦3月22日电（记者
张家伟 于佳欣）英国卫生部22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数累计达 5683 例，较前一天增加
665 例；累计报告死亡病例上升至
281例。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当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希望民众遵守政府
关于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政府
一直在关注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如
有必要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延缓疫
情扩散。

英国已于20日宣布关闭餐馆、酒
吧、电影院等营业场所，所有中小学校
以及幼儿教育机构也已停课。英国政
府还宣布了一系列扶助措施，尽可能
减少疫情对企业和个人的冲击。

英国新冠肺炎病例
近5700例 （上接第四版）

变局关口的聚合力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讲述这样

一个故事：当地球面临巨大灾难，人
类以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精神拯
救共同家园。故事揭示朴素真理：
危难时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人类
的唯一正确抉择。

真实世界面临的威胁，并不比
想象中的世界危机轻松。全球化时
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和挑战日
益严峻。眼下这场新冠肺炎疫情，
正演化为一场全球危机，威胁世界
人民生命和健康安全，冲击全球政
治、经济、社会版图。而谣言歧视和
污名化的滋生，种族主义和仇外情
绪的宣泄，更让团结精神蒙尘……
危难关口，人类能否克服自私狭隘
的冲动，凝聚合力，携手抗疫，守护

共同家园？
现实正在给出答案。中国人民

不会忘记，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
170多个国家、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
织表达慰问与支持；多国政要“逆
行”访华；“巴铁”以倾国之力驰援物
资；日韩“风月同天”的真情流露
……而在眼下世界多国面临严峻疫
情的艰难时刻，中国毫不犹豫投入
抗疫国际合作。迄今中国已向80多
个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
援助，同各国分享防疫方案和治疗
经验，派出专家团队支援他国……
中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世界
的普遍认同与称赞，体现了负责任
的大国担当，生动践行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承诺。

特殊时期，中国元首外交为全
球抗疫注入巨大动力和信心。从
通电话到会见会谈，从致慰问电到

给外方友好人士回信，近两个月来
30 余次外事互动中，“人类命运共
同体”成为高频热词。“支持联合国
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全球公共
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打造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愿同包
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一道，基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防疫
合作”……习近平主席的真挚话
语，凝聚起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
强大合力。

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
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我
们坚信，中国与世界携手前行，必将
取得全球战“疫”的最终胜利，书写
人类命运与共的崭新篇章，必将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阳光普照世
界，迎接人类发展进步的光明未来。

记者 韩 梁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