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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 7 日
说，美国政府已于 6 日正式通知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国将于明年 7 月退
出世界卫生组织。

与此同时，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最新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300 万例，死
亡人数超过13万。

在美国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屡创新
高、全球疫情依然严峻、国际社会亟须携
手抗疫的当下，美国政府退出世卫组织
的决定，凸显其在“美国优先”单边主义
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必将破坏国际公共
卫生合作，损人不利己。

拖欠会费并“退群”

迪雅里克表示，古特雷斯正在向世
卫组织核实，美国是否符合退出该组织
的所有条件。他说，美国自 1948 年 6 月
21 日以来一直是《世界卫生组织组织
法》的缔约方。根据美国加入世卫组织

时设定的条件，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
需提前一年提出申请，并完全履行有关
财政义务。

世卫组织网站显示，截至今年 2 月
底，美国 2019 年的会费仍拖欠大半，
2020年总额超过1.2亿美元的会费则分
文未付。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
席、民主党人罗伯特·梅嫩德斯 7 日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美国
将退出世卫组织。梅嫩德斯认为，政府
此举既无法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也无
法维护美国的利益，只会让美国人民遭
受病痛，令美国陷入孤立。

损害国际抗疫努力

从甩锅推责，到暂停缴纳会费，再到
如今宣布将正式“退群”，美国政府在新
冠疫情期间针对世卫组织的一系列单边
主义表现，招致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舆
论的强烈批评。

许多批评者指出，美国政府抗疫不
力已让美国民众饱受疫情之苦，而一旦
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就无法进入该组织
提供疫情数据和疫苗信息的全球共享系
统，将削弱美国应对新冠疫情乃至未来
其他疫情的能力。从世界范围看，美国
在危急时刻“退群”的行为将极大损害国
际抗疫努力，给全球公共卫生健康带来
严重威胁。

国际知名医学刊物《柳叶刀》主编理
查德·霍顿7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正
式决定退出世卫组织的举动是“对全世
界人民的暴行”。同日，美国民主党总统
竞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在社交媒体上说，
美国只有参与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才能
让美国人民更安全。若他当选总统，“就
职第一天（美国）就将重新加入世卫组
织”。

日前，750 名美国全球公共卫生、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专家联名致信美国国
会，反对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并呼吁国会
对此采取行动。他们在信中写道，在全

球疫情蔓延之际“断供”及退出世卫组织
对于全球公共卫生和美国国家利益都是

“危险之举”。

美政府“毁约”“退群”成瘾

近年来，美国政府“毁约”“退群”已
然成瘾，已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并退出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等
国际协定。这种赤裸裸的单边主义行径
给相关领域国际合作乃至世界和平与稳
定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

世卫组织在推动国际抗疫合作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攸关全球民众
健康福祉和国际公共卫生安全。美国政
府宣布退出该组织，是对生命的漠视、对
人道主义精神的挑战、对国际抗疫合作
的破坏、对全球公共卫生的严重威胁。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记者柳
丝 刘品然 王建刚）

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00万

美国漠视生命决意退出世卫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世
界卫生组织专家 7 日表示，对于近
来一些科研人员提出的有关新冠病
毒可能通过空气传播的观点，世卫
组织持开放态度，正在汇总病毒传
播方面的各项研究进展。那新冠病
毒确实有可能通过空气传播吗？应
该怎么预防？

此前，239 名科研人员向世卫
组织发出一封公开信，希望世卫组
织修改其新冠防疫指南。他们认为
一些带有新冠病毒的微粒能悬浮在
室内空气中，被人体吸入并导致感
染，因此呼吁各方深入研究和确认
新冠病毒经空气传播的可能性。

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
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六版）》中，提到了“气溶胶
传播”，这与空气传播是一回事吗？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气溶胶实验室负责人要茂盛教
授就此表示，空气传播实际上就是
气溶胶传播。气溶胶指在空气中悬
浮的颗粒物，颗粒直径一般小于
100 微米（0.1 毫米），我们熟悉的
PM2.5 就是一种气溶胶。生物气溶
胶指悬浮在空气中的病毒、细菌、真
菌、花粉以及其他来自生物的副产
物等。飞沫其实也是生物气溶胶的
一种。如果是病人呼出的气溶胶，
可能包含病毒等多种病原体。

第六版诊疗方案说，经呼吸道
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新冠病毒主

要的传播途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
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
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

要茂盛说，在通风条件不好且
比较狭小的空间里，患者呼吸、咳
嗽、打喷嚏产生的携带病毒的气溶
胶浓度会马上累积起来，很快升
高。一段时间后，在这个空间内的
健康人感染概率会非常大。而在户
外开放空间，新冠病毒气溶胶有可
能顺风传播很远，但浓度和感染能
力被大气稀释和衰减到可以忽略不
计，即使健康人吸入，剂量也会很
小，活性也显著衰减，不易致病。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
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 7 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组织专家正
在汇总当前有关新冠病毒传播方面
的研究进展，未来几天将以简报形
式公布所有已知结果。她同时建议
不论结果怎样，都应采取综合预防
措施，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在适当的
场合佩戴口罩等。

要茂盛建议，公众要尽量少去
人流量大的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勤
洗手、戴口罩。需要注意口罩防护
效果并非100％，即便是N95口罩，
国 外 研 究 报 道 也 有 20％ 的 失 败
率。口罩还可能有漏气问题，病毒
气溶胶可能从口罩和面部之间的缝
隙以及漏气孔被吸入。健康人还要
远离暴露源，特别是在封闭和半封
闭的有病人待过的空间。

科普

新冠病毒能通过空气传播吗？

这是 7 月 7 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
乔治敦大学校园内的建筑。

美国总统特朗普 7 日在白宫举行的
一场活动上表示，希望美国学校能在秋
季重开校园，为此他将向各州州长施
压。他同时提及，年轻人新冠病毒感染
死亡率较低。美国乔治敦大学全球卫生
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在社交媒体上说，
重启校园，安全是第一位的。联邦政府
若要安全重启校园，需提供资金支持并
确保教师、学生及其家人的安全。

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在推动美国
各州重启经济的同时，不断呼吁重开因
疫情而关闭的校园。

今年上半年，为防范新冠病毒传播，
美国大、中、小学等普遍暂停面授课，转而
开展网络教学。随着新学期临近，美国学
校考虑或制定复课计划，但由于疫情在美
国尚未得到控制，甚至在一些州还出现明
显反弹，很多学校打算秋季学期继续让学
生上网课，招致联邦政府不满。

新华社发

特朗普：

将施压各州重启校园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7 月 8 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
话。

习近平指出，6月下旬，俄罗斯成功举
办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红场阅兵式，向
全世界展示了铭记历史、捍卫和平的坚定
决心。日前，俄方顺利举行全民投票，高
票通过宪法修正案，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人
民对俄罗斯政府的支持以及对俄罗斯政
府治国理念的认同。中方将一如既往坚
定支持俄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俄方加快实现发展振兴。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化很

快，中俄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密切战
略沟通合作十分必要。中方愿同俄方继
续坚定相互支持，坚决反对外部干涉破
坏，维护好各自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维护好双方共同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俄在新冠肺炎疫情
最艰难的时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为新
时代中俄关系增添了战略内涵。双方要
在做好较长时间应对疫情的同时，研究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推动各领域合作
加快复工复产。双方要利用好科技创新
年契机，加强高技术、疫苗和药物研发、
生物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中俄关系不

断迈向更高水平，助力两国各自发展，更
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同俄方不断密
切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
维护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行
径，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为完善全球
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
大贡献。

普京表示，近日俄罗斯全民投票高
票通过宪法修正案，有助于维护俄长期
政治稳定，更好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
干涉。俄中均珍视本国主权安全，始终
坚定相互支持，无论是在疫情艰难时刻
相互伸出援助之手，还是不久前中国人

民解放军仪仗队赴俄参加红场阅兵式，
均再次印证了这点。俄中关系正处于历
史最高水平。俄方坚定支持中方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反对
任何破坏中国主权的挑衅行为，相信中
方完全有能力维护香港长期繁荣和稳
定。俄方将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最优先方
向，愿同中方一道，继续推进两国各领域
务实合作，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
等框架下的战略沟通协调，维护全球战
略稳定与安全。

普京就中国南方多地发生洪涝地质
灾害表示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美国政府 6 日正式通知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明年 7 月退
出世界卫生组织。在美国和全球疫
情形势严峻的当下，美方此举不仅
伤害自身应对疫情的努力，也严重
破坏全球团结抗疫的合力，为全球
战胜疫情的努力设置更多障碍，是
对国际社会的不义之举。

美方此举将使自身抗疫处于更
为不利局面。当前，美国疫情持续
恶化，确诊病例达 300 万，死亡病例
突破 13 万。在全球化背景下，抗击
传染病唯有依靠全球合作才能取得
最终胜利。而在最需要国际协作的
当下，美国政府却正式宣布退出协
调全球抗疫的世卫组织，引发美国
内人士担心此举会对美自身抗疫努
力带来危害。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
关系委员会成员罗伯特·梅嫩德斯
批评说，退出世卫组织“不会保护美
国人民的生命或利益，而是使美国
人生病，使美国孤立无援”。

美方此举是对全球团结抗疫努
力的严重破坏。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世卫组织积极发挥协调和指导
作用，在推动世界合作抗疫中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贡献有目共
睹。当前，疫情仍在全球加速蔓延，
更需要各国加强团结合作，强化同
舟共济，对世卫组织履行职责的支
持力度不应削弱，而应大力加强。
美方此时宣布退出世卫组织，无疑
是给合作抗疫的努力“拆台”，向团
结抗疫的行动“泼冷水”，是逆流而
动之举。全球许多科学界人士严厉
谴责美政府的不义之举。知名医学
杂志《柳叶刀》杂志主编理查德·霍

顿直斥，在全球面临人道主义紧急
情况的关键时刻，美方退出世卫组
织无异于“耍流氓”。

美方此举是对多边主义的再
次重大伤害。当前，全球面临经济
衰退、公共卫生危机、环境问题等
诸多新旧挑战，迫切需要各国加强
协调、共同应对，需要加强多边主
义。而作为本应发挥大国作用的
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却一意
孤行，在单边主义的道路上狂奔不
止，接二连三“退群”毁约，阻挠国
际合作，让许多重要全球性议题的
讨论遭遇重大障碍，让关心全球福
祉的各国人士寒心、忧心。美方频
繁“退群”的举动也遭到盟友国家
广泛反对，认为美方退出世卫组织
将阻碍全球抗疫合作。德国联邦
卫生部长延斯·施潘警告说，美国
此举标志着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遭
遇令人失望的挫折。

事出有因。美国政府在此时宣
布退出世卫组织，是为了转移国内
对其抗疫不力的指责而寻找替罪
羊。在美方一些政客看来，损害本
国和全球抗疫事小，维护政治私利
事大。甩锅世卫组织，无非是他们
为维护自身政治利益而打出的一张

“牌”而已。很多美国人士指出，美
国政府“退群”的举动非常短视，将
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

当前，新冠病毒仍在威胁世
界。美方破坏全球抗疫的举动，损
人害己。奉劝美方一些政客，少给
全球抗疫的努力设障添堵，多做利
己利人的实事。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美国退出世卫组织
破坏全球团结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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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定 07月 13 日 08:30-13:00
停电：10kV常连线郑陆青松路口配变
停电撤销；

原定 07 月 13 日 08:30-13:00 停
电：10kV 石埝线田诸圩西配变停电
撤销；

07 月 11 日 07:30- 12:30 停 电 ：
10kV韦墅线龙江路#4环网柜：汤家小
袁支 1140 开关后段、龙江路#3 环网
柜：五星汤家村委支114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等怀德、五星
等相关地段）；

07 月 12 日 07:00- 15:30 停 电 ：
10kV 安家二线安家变至安家苑#1 中
02 开关至新魏花园 02 开关（停电范
围：安家苑部分、新北春江镇人民政
府、城市照明管理处等春江、安家等相
关地段）；

10kV 郭塘线郭塘村 485 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双元直流电机、格调装饰
工程等三井、新桥、薛家等相关地段）；

07 月 13 日 06:00- 20:30 停 电 ：

35kV翻水线、35kV魏水线；
06:30-11:00 停电：10kV 韶山线

东湾 B1230 开关至黄河西路#23 环网
柜：韶山线 1120 开关至空港六村#1 中
间变电所：韶山线 1110 开关（停电范
围：碧春缘生态林艺等罗溪、汤庄等相
关地段）；

10kV空八线全线（停电范围：城市
照明管理处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07 月 15 日 08:00- 19:30 停 电 ：
35kV波林线。

配变及部分停电：
07 月 13 日 07:30- 13:30 停 电 ：

10kV 新街线航仪宿舍配变、芦墅路
配变；

10kV 富春线 5 号杆支线侧搭头后
段（临检）；

07 月 14 日 05:00- 18:00 停 电 ：
10kV机床线新闸煤气变01开关后段；

08:00-14:00 停电：10kV 牟家线
市镇北站支线1号杆刀闸后段；

08:00-17:00 停电：10kV 新市线
邹区岳溪吴家村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

网”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
可实现交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
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
送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
开停电线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
停电线路倒送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
工作或其他特殊原因，计划停电有可
能 会 临 时 撤 消 ，请 关 注 报 纸 和 网 站
信息。

网上国网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常州
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
院将于近期在上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网址：sf.taobao.com）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其中不动产于2020年8月12
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
产于2020年8月1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20年7月28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丰臣凯林花园 1幢乙单元

13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28.76㎡）
(2)常州市紫荆东苑2幢丙单元5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49.53㎡）
(3)常州市兰陵北路526号不动产（建

筑面积411.08㎡）
(4)常州市红梅东村12幢丙单元3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58㎡）
(5)金坛区金江苑a4-106室不动产及

a4-25号车库（建筑面积122.14+25.25㎡）

(6)拆分拍卖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湖
滨怡景苑10幢甲单元201、202、203、204、
301、303室共计6套不动产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钟楼区花之园21幢丙单元

5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91.32㎡）
（2）苏DY866E大众汽车一辆
3、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不动产于2020年 7月 31日 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金坛区焦园村94号不动产

（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305.86㎡）
②常州市金坛区半岛花园09-丙-802

室不动产（含不可分割装潢）（建筑面积：
124㎡）

（2）不动产于2020年8月1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常州市金坛区美丽华公寓1幢2单
元202室不动产（含不可装潢）（建筑面积：
123.1㎡）

②常州市金坛区北环西路51-7-501
室不动产（含不可分割装潢）（建筑面积：

283.8㎡）
③常州市金坛区丹阳门中路94号不动

产（含不可分割装潢）（建筑面积：99.82㎡）
（3）动产于2020年 7月 18日 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 车 辆 识 别 号 为 LG-

BG22E00DY604127 的东风日产牌汽车
一辆

（4）不动产于2020年8月6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①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237392股

②常州市金坛区景潭花园D6-105室
不动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
122.33㎡）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
拍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
网（网址：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
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gov.cn）上
查询。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二○二○年七月九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声明作废
86603740常州大剧院2020“打开

艺术之门”暑期亲子系列演

出热售中！7月30日话剧

《飞越疯人院》现已开票。演

出 咨 询 电 话 ：0519-

85226666，微信搜索“常州

保利大剧院”，关注官网可获

取更多演出及活动资讯。

常州大剧院

△溧阳市公安局清安
派出所民警赵煜遗失
人 民 警 察 证 ，警 号
059775，有效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2023 年
10 月 16 日 ，声 明
作废。
△溧阳市公安局清安

派出所副所长闵旭辉
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号
059269，有效期：2016
年 8 月 8 日-2021 年 8
月 8日，声明作废。
△钟楼区五星静怡保洁
服务部遗失J304001879
3501 号开户许可证，声
明作废。
△山东银座健身发展
有限公司常州莱蒙店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美国单日新冠确诊病例 7 日再创
新高，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两个州
单日新增病例突破1万例。

路透社报道，过去两周，美国 50
州中的42州病例数量增加，其中大约
24州单日新增病例增速迅猛。据路透

社汇总的数据，美国7日下午确诊病例已
经突破300万例，意味着全国近1％人口
或相当于内华达州全部人口感染。

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认为
形势严峻。“我们干得不错，”他7日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我认为形势良好。”

特朗普的看法与专业人士对比鲜
明。“问题严重，”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
组重要成员、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
研究所所长福奇7日说，“我们的峰值高，
数月来病例保持在每日 2 万例⋯⋯现在
出现反弹，最高达到5.7万例。”

福奇前一天同样警告，美国仍处于
第一波疫情中，“情况着实不好”。

“我不敢苟同。”特朗普在采访中回
应福奇说法。特朗普认为，2 至 4 周后，

“局面将非常好”。
4日，特朗普在美国独立日演讲中称，

美国抗疫取得“许多进展”，病例激增是
“大规模检测”的结果，且“99％的病例完
全无害”。7日，他在社交媒体写道，美国
新冠死亡率“猛降10倍”“全球最低”。

据新华社电

确诊病例再创新高 特朗普称形势“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