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天下

编辑／版式 王敏 校对／缪恺

6

根据贵阳市花溪区麦坪镇刘庄小学建设

规划， 需对该项目涉及的花溪区麦坪镇刘庄

村六组（刘庄大坡脚）坟墓进行迁移。请上述

范围内的坟主亲属自登报之日起十日内携带

有效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到麦坪镇人民政府

办理迁坟手续。逾期不来办理，则视为无主坟

处理。

麦坪镇人民政府

2020年 3月 26日

迁坟公告

因省医金朱医院一、 二期项目建设需要，

位于观山湖区金华园街道办事处养马村毛安

组（小地名：看牛坡）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移。

请上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于 2020年 4月 10 日

前尽快到我单位办理有关迁坟手续，并将坟墓

迁移，逾期施工单位将按无主坟处理，我中心

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汪祥贵 李忠荣

联系电话：13984152891��13639134150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金华园街道办事处养

马村、上寨村村委会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 0二 0年三月二十六日

迁坟公告

因三马片区 “五纵七横” 4 号路 C 标道

路项目建设，需对红线范围内的坟墓迁移，地

址：云岩区金鸭村四组庙顶上，请位于该项目

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坟主于公告之日起 15 日

内，到金鸭村委会办理迁坟手续，逾期不迁移

的坟墓将按无主坟处理， 不在给予坟墓家属

任何补偿。

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金鸭村委会 0851-84851432

�����������������������孟先生 曾先生 16505836733

��������������������������������

��������������������������������云岩区金鸭村民委员会

2020年 3月 25日

迁坟公告

电话：0851-85871039

���������18085157765

出租出租

广告

贵州金融城

临街旺铺多间，面积 120-200M

2

小十字稀有临街商铺

面积 200M

2

中山东路中东派出所旁商铺

面积 20M

2

因抗疫不力以及污蔑中国而遭到广泛批评———

特朗普改口 亲手划掉“中国病毒”

本报综合消息 在经历了一系列

批评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改弦

更张：不再将新冠病毒与中国关联。

当地时间 3月 24 日， 特朗普在

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决

定不再将新冠病毒与中国联系起来、

不再使用“中国病毒”这一说法。

“我决定不再用这一点大做文

章了。” 特朗普说，“我想我已经大张

旗鼓宣传过了，人们会懂的。 ”

但是， 特朗普坚称病毒来自中

国。事实上，这一点尚无科学定论。同

时，特朗普否认了新冠病毒来自美军

的说法，称病毒与美军无关。

而在 24日的记者会上， 特朗普

将“中国病毒” 的内容手动删掉了，

并加入了一段有关 “维护亚裔美国

人”的段落。

这一发现来自《华盛顿邮报》的

摄影记者波特斯福德，他在推特上发

布了相关照片。 此前，也正是他发现

了特朗普把新冠病毒改成了 “中国

病毒” 。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出于大选考

虑，不希望得罪亚裔选民，所以在这

一问题上“撤退” 。 24 日，他在推特

上说：“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坚决捍

卫美国以及全世界亚裔全体的权益。

他们很棒， 病毒和他们完全没有关

系。 美国亚裔们也在帮忙抗击疫情。

我将共同战胜新冠肺炎！ ”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

间 3月 25日上午 7 时左右， 全美共

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53268 例，死

亡 696例。 较前一天上午 7 时，新增

确诊病例达 10054例，新增死亡病例

163例。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 24 日表

示，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出现大幅

增长，有可能成为全球新冠疫情新的

“震中” 。

与此同时，特朗普因为抗击疫情

不力以及使用所谓“中国病毒” 的说

法，遭到了广泛批评。

“我总不能跳到麦克风前面把

他推下去。 ” 3月 22 日，美国传染病

专家、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过敏

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接受《科学》杂志专访，借用这句话

来描述自己对特朗普有关疫情的某

些表态无法认同时的“无奈” 。

当被问到“您没有用过‘中国病

毒’ ” ， 福奇回答说，“永远 （不

用）。 ” 记者补充：“您永远不会这么

说，是吗？ ” 福奇回答：“是的” 。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 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 25 日主持例行记者会，对特朗

普改口一事作出回应。

彭博社记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

定不再使用“中国病毒” 这一说法，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 中方已多次阐述在病毒来

源问题上的立场， 表明我们坚决反对

污名化中国言论的态度。 我们这一立

场没有变化。

病毒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全人类

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战而胜之。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 迅速蔓

延。 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和国际社会

一道，共同应对疫情挑战，维护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

■据人民日报

外交部回应：

坚决反对

污名化中国

■相关链接

人民日报消息 据英国天空新

闻网报道， 查尔斯王子新冠病毒检

测呈阳性。

英 国 克 拉 伦 斯 宫 (Clarence�

House) 在 25 日早上发布的一份声

明中， 证实查尔斯王子确诊感染新

冠肺炎。 查尔斯王子与妻子卡米拉

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 卡米拉的

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声明说，

“由于查尔斯在最近几周出席了很

多公务活动， 因此无法确定是从在

哪里感染了新冠病毒。 ”

另据 BBC 报道， 现年 71 岁的

查尔斯王子目前仅有轻微症状，身

体状况良好。

天空新闻网称，查尔斯王子上

次见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在 3

月 12 日。 查尔斯王子确诊后，白金

汉宫表示，目前女王身体健康。

查尔斯王子出生于 1948 年

11 月 14 日，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和丈夫菲利普亲王的长子，

也是英国王室第一顺位继承人。

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创下在位时

间最长纪录的同时， 查尔斯王子

也创下了英国历史上最长储君的

纪录。

查尔斯王子确诊新冠肺炎

目前，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身体健康

美军罗斯福号航母现新冠肺炎病例

据新华社电 美国海军多名官

员 24 日披露，“西奥多·罗斯福” 号

航空母舰 3 名水兵新冠病毒检测呈

阳性。 这是美军出海航母首次出现

新冠肺炎病例。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托马斯·莫

德利说，在“罗斯福” 号航母服役的

人员中有 3 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已由飞机送往一家国防部下属医院

接受治疗。 军方已筛查出 3 名患者

先前接触的人员。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美国海军

舰船首次在出海期间出现新冠肺炎

病例。“罗斯福”号航母上一次入港

在 15天前，当时停靠越南港口。海军

官员不愿说明 3 名确诊水兵是否在

停港期间感染新冠病毒，因为那段时

间有多架飞机飞抵这艘航母。

“西奥多·罗斯福” 号航母上驻

扎大约 5000人。 海军军事行动主管

迈克尔·吉尔戴说，目前不打算让这

艘航母结束任务。 多名海军官员说，

接触过确诊病例的人员在航母上接

受隔离，但没有说明具体隔离人数。

本报综合消息 3 月 24 日，哈佛

官网公开了一份题为 “新冠病毒病

监测阳性” 的声明。 在声明中，校长

巴考确认自己和妻子已确诊感染新

冠病毒。

巴考在声明中表示，自己和妻

子在 22 日开始出现症状， 先是咳

嗽，然后发烧、发冷、肌肉疼痛，并

在周一联系了医生。 “我们昨天做

了测试，几分钟前才收到结果。 我

们想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

他写道。

巴考表示，尚不知晓自己是如何

感染病毒的。 根据标准协议，美国公

共卫生部将追踪过去 14 天内与巴考

密切接触过的人。

据介绍，巴考于 2018年 7月 1日

成为哈佛第 29任校长。

哈佛校长夫妇确认感染

据北京日报 3 月 24 日， 据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官方网

站发布的公告，对 2020 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 1500 多项受理项目进行

公示。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的公告中显示，2020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提名工作已结束， 该办共收

到有关单位和专家提名的国家自然

科学奖项目 333 项， 国家技术发明

奖项目 333 项(通用项目 266 项，专

用项目 67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项目 1135 项（通用项目 952 项，

专用项目 183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提名

中，有屠呦呦提名的项目“中医药

文献传承创新模式研究与应用” 、

袁隆平提名的项目“广适性骨干亲

本 Y58S 创制与超级稻新品种选

育” 等。 而在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的提名中，包括陈薇、石正丽等

人提名的项目“中国序列 7 型猪链

球菌的发现、应对、致病机理和新

传播模式” 、 李兰娟和魏于全等人

提名的项目“铁稳态代谢的分子调

控网络” 等。

而在国家科技奖创新团队奖评

选中， 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

队获得提名。

钟南山团队入围

国家科技奖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