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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 近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互致
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3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 30 年
来，中沙关系稳步发展，各领域合作成
果丰硕。特别是近年来，中沙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快车

道。当前，中沙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维护两国人民健康福祉以及全球和
地区公共卫生安全，谱写了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的佳话。我高度重视中沙关
系发展，愿同萨勒曼国王一道努力，以
两国建交 30 周年为契机，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和沙特“2030 愿景”对接，

充实双边关系战略内涵，共同引领新时
代中沙关系不断取得新成就，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

萨 勒 曼 在 贺 电 中 表 示 ，建 交 30
年 来 ，沙 中 各 领 域 关 系 取 得 巨 大 发
展，这体现了两国的深厚友谊和战略
关 系 的 高 水 平 。 我 愿 推 动 这 一 特 殊

关系不断发展，服务于两国和两国人
民 的 共 同 利 益 。 沙 方 同 中 方 在 如 何
应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方 面 有 着 相 同 或
相近的看法，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抗击
疫 情 。 沙 方 期 待 同 中 方 开 展 更 多 合
作，推动实现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与稳
定。

习近平同沙特国王就中沙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连日

来，一些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
责人致电（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
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
害表示诚挚慰问。发来慰问电（函）
的有：

俄罗斯总统普京、古巴国家主
席迪亚斯－卡内尔、韩国总统文在
寅、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塔吉
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

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土库曼斯坦总
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约旦国王阿
卜杜拉二世、莫桑比克总统纽西、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博鳌亚洲论
坛理事长潘基文。他们对灾害造成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深表同情和
慰问，高度评价中国政府采取的有
力抗灾行动，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
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
早日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就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致电（函）习近平主席表示慰问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记者伍
岳）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2 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说，7 月 21 日，美方突然要求
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这是美方单
方面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严重违反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
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蓄意破坏中美
关系，十分蛮横无理。中方予以强烈谴
责。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
定。否则，中方必将作出正当和必要反
应。

汪文斌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
府不断向中方甩锅推责，对中国进行污
名化攻击，无端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
无理刁难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对中
国在美留学人员进行恐吓、盘查，没收
个人电子设备，甚至是无端拘押。此次
美方单方面限时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
领馆，是美对华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升级
行动。

他说，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
政原则，渗透、干涉别国内政从来不是中

国外交的基因和传统。中国驻美外交机
构始终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
解和友谊。中方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为美驻
华外交机构和人员履职提供便利。反观
美方，去年 10 月和今年 6 月两次对中国
驻美外交人员无端设限，多次私自开拆
中方的外交邮袋，查扣中方公务用品。
由于近期美方肆意污名化和煽动仇视，
中国驻美使馆近期已经收到针对中国驻
美外交机构和人员的炸弹和死亡威胁。

美驻华使馆网站更是经常公然刊登攻击
中国的文章。相比之下，是谁在干涉别
国内政，是谁在搞渗透、搞对抗，事实一
目了然。

汪文斌说，美方声称美中关系不对
等，这是美方的惯用借口，毫无道理。事
实上，单就中美驻对方国家使领馆数量
和外交领事人员数量而言，美方远远多
于中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
误决定。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
采取措施坚决应对。”

美方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

中方强烈谴责 必将作出正当必要反应

这是在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的爱宝乐园里拍摄的熊猫宝宝（7月21日摄）。
旅韩大熊猫“爱宝”20日晚在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顺利产下一只雌性幼崽，该幼崽成为韩国国内诞生的第一只

大熊猫。新出生的雌性幼崽身长16.5厘米，体重197克。目前母婴状况良好。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基辅 7 月 21 日电（记者李
东旭） 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 21 日
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沃伦州卢茨
克市被劫持人质已全部安全获救，劫持
者向执法人员投降后被逮捕。

21 日上午，一名男子携带武器和爆
炸装置劫持一辆载有13人的大巴，并声
称要炸毁车辆。随后，乌克兰国家警察
局、国家安全局和国民卫队的执法人员
近百人赶赴现场。

阿瓦科夫说，这一事件是有预谋的，
劫持者的同谋之一在哈尔科夫州落网，
执法人员在那里发现了爆炸装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
体上祝贺执法人员成功解救人质。他
说，执法部门制订了应对方案，营救过程
未出现人员伤亡，“在任何国家，恐怖主
义都没有生存空间”。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劫持者为45岁
的马克西姆·克里沃舍伊，曾因诈骗、盗
窃和非法持有武器罪被判刑两次，服刑
10 年。克里沃舍伊劫持人质可能出于
对政府的不满。

乌克兰被劫持人质
全部安全获救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21 日电（记
者谭晶晶）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21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认为，根
据全美 10 个地区的抗体检测结果
进行估算，美国实际新冠感染人数
可能为官方统计数据的6至24倍。

这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
内科学卷》上的研究称，美疾控中心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检测了 3 月 23
日至 5 月 12 日期间从全美 10 个地
区采集的16025个不同年龄段人员
的血清样本，样本来自加利福尼亚
州、康涅狄格州、佛罗里达州、路易
斯安那州等地。这些样本本来并非
用于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显示，这
些地区中，有新冠抗体人群比例最

低的是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
为1％；最高的是纽约市，为6.9％。

这项研究旨在通过抗体检测结
果来估算美国实际新冠病毒感染人
数。根据血清新冠抗体阳性率结果
估算，这10个地区的新冠感染人数
是官方统计数字的6至24倍。

研究显示，根据抗体检测结果
估算的感染人数大大高于这些地区
报告的确诊病例数，这表明可能一
些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就医或
进行病毒检测。

研究称，官方报告的新冠病例
数量可能低估了社区感染的严重程
度。大规模血清学研究能够更好地
估算实际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

美疾控中心：

美国实际新冠感染人数
或为官方数据6至24倍

据新华社哈拉雷 7 月 21 日电（记者
张玉亮） 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 21 日向
津政府和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
盟－爱国阵线（津民盟）移交了一批抗疫
物资，包括中国政府向津政府捐赠的检
测试剂盒以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向津
民盟捐赠的医用口罩和手套等。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在总统
府举行的交接仪式上对中方为津方抗
击新冠疫情提供的持续支持表示由衷
感谢。他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社
会的许多成员向津伸出援手，但持续帮
助支持津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的国家
只有中国，这体现了两国的高水平友谊
和互信。

姆南加古瓦表示，津巴布韦正面
临 检 测 试 剂 盒 等 抗 疫 物 资 短 缺 的 困
境。中方捐赠的这批物资犹如雪中送
炭，对津方更好地控制疫情传播、维护
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将起到重要
作用。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郭少春表示，
中国将与津巴布韦携手抗击疫情，并为
津方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此同
时，中方将与津方共同努力，推动目前正
在实施的津新议会大厦、万盖燃煤电站、
穆加贝国际机场等合作项目取得新进
展，助力津巴布韦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向津巴布韦
捐赠抗疫物资

美国总统特朗普 21 日恢复出
席新冠疫情通报记者会，呼吁人们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时戴口罩，说他
本人正在逐渐习惯这样做。

这是特朗普 4 月底以来首次出
席疫情通报记者会。多家国际媒体
发现，他的语气、态度严肃且慎重，不
同于先前出席疫情通报会时的表现。

美国多地疫情 6 月以来恶化。
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
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近期新增确诊病
例飙升。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最新疫情数据显示，美国是全球
新冠疫情最严重国家，迄今累计确
诊超过 389 万例，累计死亡接近
14.2万例。 据新华社电

美国多地疫情恶化

特朗普呼吁戴口罩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0519/3）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其
中动产于2020年8月11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年8月
25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2020年8月11日10时至2020
年8月12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梅赛德斯—奔驰牌BJ7164GL小型轿
车1辆；

2、北京现代牌BH7184PAV小型轿车
1辆；

3、江苏高齿传动机械有限公司名下机器
设备1批。

二、2020年8月25日10时至2020
年8月26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常州市香悦半岛花园48幢3403室不
动产（建筑面积83.45㎡）；

2、常州市红梅假日花苑4幢甲单元9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206.93㎡，其中阁楼面积
75㎡）；

3、常州市东南花园商8号不动产（建筑
面积141.12㎡）；

4、溧阳市嘉丰新城三区11幢1-301不
动产（建筑面积107.39㎡）；

5、拆分拍卖常州市尚郡公寓6号（建筑
面积178.25㎡）、10号（建筑面积214.98㎡）、
11号（建筑面积186.78㎡）、12号（建筑面积
159.03㎡）；

6、整体拍卖常州市翠竹新村178幢丙单
元402、502室不动产（总建筑面积226㎡）。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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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
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gov.cn）上
查询。

四、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
85579518，监督电话：85359689。

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荷花池街道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南大街街道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小区名称
元丰桥

桃园路11、13号
物资3、4、5幢
和平北路15号

青果南苑
荆溪福苑
荆溪人家
元丰宜家

椿桂坊公寓
元丰巷14弄1幢

桃园新村
桃园二村1、2、3-1、3-2、4、11~18、21~23幢

桃园路6号
御龙苑、双塔步行街

新元丰苑
桃园公寓
元丰苑

椿桂坊大楼
麻巷公寓1、2、3、4、68号

赵家弄
灵官庙弄
合计37

玉带公寓
置信广场

西新桥公寓
觅渡公寓
玉隆花园

荷花池公寓
西横街北弄

天王堂
东横街
西横街

玉带路小区
邮电路小区

荷花池老大楼
合计13

莱蒙
城中苑
东头村

红星新村
鹏欣丽都
安阳花苑

吴家场公寓
茭蒲巷

名骏家园
新市路老房
嘉宏盛世
合计11
总计61

（上接A1版）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已启动换
届选举，这本是香港的内部事务，是中
国的内政，但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
反华势力不甘寂寞，想方设法操弄香港
选举，企图继续祸乱香港，用心险恶。

为了达到操纵香港选举的目的，
西方反华势力使出了一系列伎俩。他
们对香港进行所谓“制裁”，或明或暗
为反对派出谋划策，给反对派参选人
以所谓“政治庇护”，以种种手段企图
影响选民投票取向。他们企图通过支
持反中乱港分子，培植自己在香港的
政治代理人。

在香港反对派策动非法“初选”不
久，美方便将所谓“香港自治法案”签
署成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对非法

的所谓“初选”表示祝贺，美方干预香
港选举的图谋昭然若揭。

以戴耀廷为首的反中乱港分子和
反对派政团“民主动力”串通组织所谓

“初选”，以“公投”为幌子裹挟民意，明
目张胆干预选举，公然挑衅香港基本
法和香港国安法。他们为何如此猖狂
地藐视法律、对抗政府？舆论广泛认
为，正是因为有外部势力为其撑腰打
气，让他们有恃无恐。

很长时间以来，一些西方政客打
着“人权”“自由”等旗号，把中国香港
看成他们图谋政治私利的“宝地”，一
再粗暴干涉香港事务，企图在香港煽
动所谓“颜色革命”。从非法“占中”到

“修例风波”，哪一次事件没有西方政
治势力的黑手？一些西方政客频频与
反中乱港分子会面，向其提供资金和
策略等各种支持。美方出台所谓“香

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
以“长臂管辖”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
涉中国内政。

当下，美国国内新冠疫情愈发吃
紧，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按理
说，美国政客应集中精力处理自家的
糟心事，哪里还有心思关心别人的家
里事？种种事实表明，美国政客关心
香港发展是假，转移美国民众对其应
对内部事务不力的责难、打“香港牌”
打压中国、塑造强硬反华形象以获取
右翼选民支持是真。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香港的
法治和秩序必将得到更加有力保障。
反中乱港势力及其幕后黑手应认识
到，香港不是他们肆意横行、群魔乱舞
的地方。他们对香港选举的非法操控
和乱港遏中的图谋绝不会得逞。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西方政客干预香港选举用心险恶
新华国际时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
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预
计今年全球经济将下滑4.9％，面临自
上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

重衰退。
报告预测，世界经济作为整体在

2021 年将实现 5.4％的增长，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其中发达国家增长
4.8％，仍无法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增长5.9％，可以抵
消2020年下降3.0％的影响。

IMF 预测的前提是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实际上，全球疫情 6 月下旬
以来还在加速。因此，世界经济能否
如IMF预测一样，尚存较大变数。

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四大风险
日益凸显。它们将在今后几年深刻影
响世界，从而使世界经济大衰退后的
发展充满困难。

一是全球有效治理缺失将使疫情
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多边合作受到限
制。这次暴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和世
界经济大衰退，理应产生新的、里程碑式
的全球治理机制。但实际上并没有。

二是各国财政赤字和债务积累，危
及疫情后中长期经济前景。为应对这
次突如其来的百年未有大衰退，不少国
家采取零利率和发债等政策，致使政府
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直线上升。

企业债务积聚是更大的风险。全
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主要依靠虚拟
经济和债务经济推动增长，资产泡沫
日益严重。疫情暴发和经济大衰退以
来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得到抑制，反而
变本加厉，特别是美联储的放水大多
流入了股市，实体经济的设备投资反
而大幅下降。这造成衰退年代虚拟经
济进一步膨胀。

三是贫困人口增加，发达国家内
贫富不均，低收入国家雪上加霜。美
国贫富差距加剧，疫情暴发和大衰退
再次带来其财富有利于富人的再分
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将对美国疫
情后生产和消费能力造成长远影响。
疫情和大衰退给低收入国家经济和民
众生活也带来严重影响。

四是严重粮食危机可能再次威胁
世界。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
划署等机构4月发布报告指出，尽管预
计 2020 年世界粮食增产，库存充足，
但由于疫情对低收入人群和粮食供应
链的影响，到 2020 年底，全球遭受严
重饥饿的人口可能达到2.65亿。

据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世界经济三季度能否回升？

我市开建区域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上接 A1 版）建设跨省的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
台，不仅可释放巨大的区域数字经
济新动能，更具有深远的促进区域
一体化发展的聚合作用。

2017 年以来，天宁区将工业互
联网作为区域发展的经济新动能，
在“细分行业平台服务商培育、典型
工业互联网案例打造、特色工业互

联网模式探索、区域工业互联网融
通平台构建、主题工业互联网园区
建设”五个维度开展试点示范建设
工作，形成了一套区域推进工业互
联网建设的“常州模式”。目前已覆
盖常州区域 3757 家企业，实现 2 万
多台设备接入平台，为区域工业互
联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凃贤平 邵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