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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广阳区永丰道钰溪日用品经销部将营业执照正
本（131003600301626号）丢失，声明作废。

李 兆 峪 将 车 牌 为 冀 RN6Y99 的 白 色 丰 田 陆 地
巡 洋 舰 汽 车（ 发 动 机 号 ：1GRB264930 ，车 架 号 ：
JTMDU09JXG5112447）丢失，特此声明。

黄高来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潮白河孔雀城海悦园小区1号楼1单元1502号首付款收据
（金额：867999元）丢失，声明作废。

郭玉芬身份证（131081196312122126 号）丢失，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减资公告
经研究决定，三河市金路阳智能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82MA09ATRQ3F）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本陆佰万元整减至叁佰万元整。

特此公告

三河市金路阳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新华社石家庄1月27日电（记者
齐雷杰）因听力减退，河北省大城县南
赵扶镇小店子村村民刘锦标到村卫生
室就诊。村医王郁葱为他测温、查看行
程码和健康码、登记个人信息后，才开
始诊治。

“我们要对所有患者开展就诊排
查，提醒患者如有发热、干咳等症状不
能自行服药，要到卫生室就诊。发现发
热患者，我们会联系救护车安全转运至
发热门诊筛查。”王郁葱说。

河北省一些确诊病例行程轨迹显
示，他们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后，曾自
行前往药店购药、服药，或到农村诊所
就诊。农村地区疫情监测能力弱，是导
致疫情在隐秘状态下扩散蔓延的重要
因素。

为堵塞农村防疫漏洞，河北多地出
台规定，要求农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
务站、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落实首诊负
责制，对患者开展预检分诊，提升疫情
早期发现、报告和处置能力。

廊坊市安次区杨税务乡卫生院院长
高建春说，目前所有来院患者都要经历
预检分诊第一关。基层执行好这一制度，
就能及时发现疑似感染者，起到“哨点”
作用，助力织密农村疫情防控监测网。

河北多地还要求药店对购买退烧、
止咳等药品的群众进行实名登记，确保
用药人信息准确、完整、可追溯。

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
监管科科长刘国玲说，廊坊向全市2673
家药品零售门店发放了《药店疫情防控
监测哨点预警处置流程图》，明确了体
温、健康码等异常人员现场处置流程，
强化药店疫情防控监测“哨点”作用。

廊坊市健生堂药店工作人员吴彩
霞说，顾客购买退烧、止咳等药品，要登
记姓名、现住址、工作单位、症状体征、
流行病学史等信息。顾客行程码、健康
码或体温异常，药店会立即让顾客在留
置点留置，并向社区和有关部门报告。
对发热、干咳患者，药店会联系救护车
前来接诊。

新华社石家庄1月27日电（记者
齐雷杰 杨帆） 过了腊八就是年。往年
此时，许多人正满心欢喜，准备踏上归
程，与家人团聚。今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河北多地群众选择就地过年，
助力防疫。

每逢佳节倍思亲。正在廊坊开发区
一处工地忙碌的焊工刘计坤，对石家庄
市赵县的父母和4岁女儿思念之情越来
越浓，但他也做好了就地过年的准备：

“回老家，来回都要做核酸检测，路上
也有感染风险。不如安心多赚点钱，让

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朱金龙老家在四川省乐山市，目前

就职于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居住在三河
市燕郊。“原计划一放假就带妻子回老
家游玩，最近跟家人商量后，还是决定
留下来。”朱金龙说，不少人都选择就
地过年，不给社会添乱，不让家人担
心。

疫情当前，三河市燕郊人民医院多
名医护人员驰援石家庄抗疫，医护人员
张玲玲也做好了随时上一线的准备，第
一次选择在“异乡”过年。“我有4个

多月没抱过孩子了，每天都通过视频通
话缓解思念。”张玲玲说，一岁多的女
儿由婆婆在石家庄市照看，她期待疫情
过后与孩子团聚，“过了年，孩子就能
走稳了，‘妈妈’也能叫得更清楚。”

近日，河北多地倡导群众“非必要
不返乡”，并出台支持政策，打造就地
过年“暖心工程”。廊坊市安次区出台
送关爱、送健康、送保障、送欢乐、送
流量等政策，保障外地人员安心就地过
年。

“心在一起，就是团圆。疫情当

前，就地过年是最好选择。”许敏辉是
浙江长兴县人，在廊坊市安次区经营一
家超市。如今，他正忙着给超市备货，
准备就地过年。等疫情过去，再回家好
好陪陪父母。

唐山市倡导外来务工人员就地过
年，并围绕防寒、饮食、卫生、文化生
活等事宜出台暖心举措。春节期间，唐
山将向外地务工人员发放“暖心红
包”，派送“爱心饺子”，并要求企业合
理安排生产、错峰放假调休，实现以岗
留工、以薪留工。

“心在一起，就是团圆”：

河北多地群众选择就地过年助力防疫

河北：

激活基层“哨点”织密疫情监测网络

世纪大疫与百年变局相交织，
人类去向何处，发展路在何方？

“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今年的
达沃斯“云讲坛”上，习近平主席
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提出解决好时
代课题的中国主张，为国际社会指
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将有力促
进重建全球互信、凝聚全球共识、
团结全球力量。

为什么需要多边主义？——“人
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
共同的未来。”无论是应对眼下的危
机，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人类都需
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这是趋势，
也是必然。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单
打独斗的思路和孤芳自赏的傲慢早
已行不通，各国必须携手应对。只有
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协商取代胁迫，
建设大家庭而不是拼凑小圈子，坚
持共商共建而不是搞赢者通吃，世
界才有光明的未来。

多边主义要义何在？——“国
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
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这
是多边主义的中国表达，也是对国
际关系民主化真谛的诠释。反对以
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

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诉
求。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彰显了
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表达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推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
心。

21 世纪需要什么样的多边主
义 ？ ——“ 守 正 出 新 、 面 向 未
来”。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以国际
法则为基础，坚持协商合作，坚持
与时俱进，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提
出四项倡议，立足世界格局之变，
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之需，丰富和
拓展了多边主义的时代内涵，为国
际多边合作注入生机活力。

“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
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
且做好。”大国担当，言简意重。
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继续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促
进可持续发展、继续推进科技创
新、继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承诺，为迷茫中的世界贡
献了最为宝贵的信心和底气，为不
确定的国际局势带来强大的确定性
与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一亿！2021年伊始，全球累计新冠确
诊病例数超过了这个严峻的节点。

无论是人口稠密的发达地区，还是
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带，从热带的太平洋
岛屿，到寒冷的南极考察站，新冠病毒已
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

在与百年一遇大疫的战斗中，人类
取得初步成效。当前，疫情远未结束，
一年来积累的“抗疫疲劳”、经济承压
等问题还未缓解，病毒变异等新风险又
开始浮现。尽管如此，随着疫苗接种在
全球各地推进，随着合作抗疫日益成为
世界主流声音，人们坚信：亿兆一心，

“战疫”必胜！

■当疫情成为“亿”情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
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6
日14时22分（北京时间27日3时22分），
全 球 累 计 确 诊 100032461 例 ，死 亡
2149818例。记录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
数呈加速增长趋势，从疫情开始到1000
万用时超半年，1000万到2000万用时43
天，间隔多次缩短，从9000万到1亿仅用
时16天。

“这是一个严峻和令人震惊的节
点。”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
迈克尔·瑞安日前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关
于全球新冠病例过亿的问题时说。

去年1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
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3月11日宣布新冠疫情具有大流行
特征。此后，疫情在北半球夏季一度有所
缓和，但近来又出现反弹。

美国是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
多的国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
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500 万，死
亡病例超过 40 万。在纽约，曼哈顿岛中
部的时报广场曾因汇聚各国游人被称为

“世界十字路口”，但疫情让该地区人流
量一度骤减80％以上，清冷的街道与拥
挤的医院对比鲜明。

公共医疗系统几近崩溃，医疗机构重
症病床满员、氧气瓶告急，众多患者等待
床位；商店、餐厅、影院等场所门可罗雀；
超市货架空空如也，大批货物因疫情无法
及时运抵，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这是
在多个疫情严重国家常见的场景。

人类的生存发展史就是一部与传染
病的“斗争史”。14世纪中叶，被称为“黑
死病”的鼠疫曾席卷欧洲，当地约三分之
一人口死于这场瘟疫；1918年暴发的西
班牙流感，在全球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进
入 21 世纪以来，寨卡、中东呼吸综合征
等新型传染病又不断对人类生命健康发
起挑战。

作为近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
大流行，新冠疫情影响范围之广、病亡人
数之多、抗击难度之大，历史罕见。

在历次“战疫”中，人类都会通过追
踪、隔离等公共卫生措施，加上疫苗、药
物等手段，最终控制疫情。世卫组织新冠

病毒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克尔克霍夫
日前在分析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得失时
举例说，欧洲许多国家在去年夏天曾将
相关数据指标降到个位数，但由于到秋
天后改变了防控策略，特别是圣诞节和
新年期间人们交往增多，导致病例数又
迅速上升。但只要用好各种疫情应对工
具和措施，“新冠病毒可以被控制”。

■“下半场”有挑战更有希望

站在过亿节点展望全球“战疫”，既
不能忽视挑战和风险，更应看到希望和
信心。

病毒变异无疑是当前全球关注的一
大挑战和风险。自去年12月以来，英国、
南非、巴西等多国报告发现了不同版本
的变异新冠病毒。初步研究显示，英国发
现的变异病毒VOC 202012／01传染性
更强，世卫组织报告全球已有至少60个
国家和地区发现感染这种变异病毒的病
例。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 501Y.V2 也已
在多国现身。变异病毒的传染性、所致疾
病严重程度、对诊疗和疫苗接种的影响
等仍待进一步研究，未来还可能出现更
多变异。

“这就像足球比赛下半场的换人，”
瑞安说，“这会给病毒一些新能量，一些
新动力，这增加了你面临的挑战。”

“但这没有改变游戏规则，没有改变
我们为赢得胜利而需要做的事。”他强
调，我们仍然要采取各种防控措施，只是

随着对手力量的变化，更应加倍努力。
在抗疫“下半场”，人类需要面对的

其他挑战仍然不少。“禁足”“封城”等严
格防疫措施会极大影响经济民生，如何
平衡防疫与发展、如何避免人们因“抗疫
疲劳”而防控松懈等是横亘在多国面前
的待解难题。世界一些地方先前因经济
形势所迫、民众急盼回归正常生活等原
因“带疫解封”，致使本已控制住的疫情
反弹。

挑战虽在，希望已现。史上首次，人
类在发现导致大流行病的病毒后一年内
就研发出疫苗。疫苗研发通常耗时数年，
但在去年年初科研人员分离出新冠病毒
并完成基因测序后，全球各界勠力同心，
现已有多款新冠疫苗获批使用。

截至目前，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与德
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美
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疫苗、英国阿斯利
康制药公司与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
苗、俄罗斯研发的“卫星V”疫苗，还
有中国国药集团、科兴公司等企业研发
的疫苗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启动大规模
接种。

中国新冠疫苗在安全性、有效性等
方面表现良好，并且在可及性、可负担性
等方面具有优势，获得巴西、秘鲁、土耳
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埃及等众
多国家青睐。

在巴西亚马孙雨林深处的一个小村
庄，68岁的蒂库纳族老人伊莎贝尔·塞泽

里奥本月19日成为当地第一个接种中国
新冠疫苗的居民。“我太感谢这支疫苗
了！”塞泽里奥用蒂库纳语激动地说。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表示，
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
划（COVAX）”将在今年年内交付 20 亿
剂新冠疫苗，“疫苗正给予我们结束这场
大流行的希望”。

■共同命运需一心守护

面对新冠病毒这个人类共同的敌
人，各国人民生命健康从未如此休戚与
共、紧密相连，打赢全球疫情阻击战，需
要强化全球行动，深化全球合作。仍在肆
虐的疫情，呼唤大国主动担当、各国携手
而行，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新冠疫情不会在乎国界，”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说，“世界要跑在病
毒前面只有一个方法——团结。”

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仅
交出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抗疫答
卷，而且以实际行动助力全球“战疫”。中
国迄今已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
织提供抗疫援助，为有需要的国家派出
36个医疗专家组，积极支持并参与疫苗
国际合作，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力量”。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说：“疫
情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发布新冠病毒基
因序列等信息，参与全球防疫科研工作，
向其他国家提供物资支持、分享抗疫经

验，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在全球病例数过亿之后的防疫“持

久战”中，国际合作尤需加强。面对北半
球冬季以来出现的疫情反弹等新情况，
各国需加强联防联控，共同构筑全球抗
疫防火墙；对于疫苗的分配，各方应就疫
苗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加强协调，以期尽
快在全球达到控制病毒传播所需的疫苗
接种率；对于新出现的变异病毒，全球科
研人员需要携手研究和分享信息，尽早
找到克制之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医
学院教授斯蒂芬妮·斯特拉思迪指出，所
有国家必须共同抗疫，“我们的强壮程度
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
这一刻显得尤为重要。总部位于日内瓦
的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马丁·琼贡说，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
合作的鼓舞，其重要性必将被越来越多
的实践所证明。

病毒没有国界，团结合作是国际社
会战胜疫情的最有力武器。只要团结一
心，人类终将走出至暗时刻，迎来“隧道
尽头的光芒”。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
会上的特别致辞中所说：“寒冬阻挡不了
春天的脚步，黑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光。
人类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在同灾难的斗
争中成长进步、浴火重生。”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全球新冠病例过亿 世界呼唤勠力同心
新华社记者

■新华全媒头条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参考消
息》 27 日刊登源自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网站的文章 《中国吸引外资总额超美
国》。文章摘要如下：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公布
的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 （FDI） 规模超美国。据该
组 织 专 家 估 算 ， 受 新 冠 疫 情 影 响 ，
2020 年全球 FDI 总额约为 8590 亿美
元，与 2019 年相比缩水 42％。美国约
为 1340 亿美元，较前一年缩水近一
半。中国 FDI 逆势增长 4％，达 1630
亿美元。

BKS证券经纪公司金融市场专家米
哈伊尔·泽尔策尔表示，中国FDI总额
位列世界第一，与疫情期间采取严格的
隔离限制和国家大规模扶持经济的措施
是分不开的。

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代理所长阿列
克谢·马斯洛夫说，中国政府几年前就
为如今投资蜂拥而至奠定了基础。

他表示，2018－2019年，中国进行
了一系列相关法律修订，包括在对先进
技术投资时减税。

马斯洛夫说：“投资中国新兴产业
要比投资美国有利可图得多。此外，尽
管中国工资上涨，其最终产品成本仍远
低于美国。而且，中国国内市场发展速
度正在超过美国。这样一来，投资至少
能更快收回成本。”

“自由金融”投资公司分析师瓦列
里·叶梅利亚诺夫认为，新冠疫情进一
步刺激了外资涌入中国经济。尤其是，
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显著加强吸引了外
国投资者。

在国际信贷保险公司裕利安怡集团
的分析师们看来，新冠疫情的影响将加
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

1月27日，村民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锦星镇白泥社区生态草莓基地搬运采摘的草莓。
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因地制宜种植无公害大棚草莓，目前种植面积已近1000亩。

春节临近，当地种植的草莓成熟飘香，农民忙着采摘装运，供应节日市场。
新华社发（范晖 摄）

新华社仰光1月27日电（记者 车
宏亮 张东强）中国湖北－缅甸投资合
作对接会26日在线举行，以拓展湖北
和缅甸的经贸合作，助力疫后经济复
苏。

中国驻缅大使陈海在致辞中说，
中缅双方都面临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
课题，如果能将湖北的发展经验、先
进技术和资金优势，同缅甸丰富的劳
动力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等相结

合，将为双方发展提供助力。
缅甸投资与公司管理局局长丹欣

伦表示，中国是缅甸最大贸易伙伴和
最主要投资来源国。未来五年，缅甸
将优先发展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数
字经济、农牧养殖、可再生能源等领
域，缅方欢迎中国尤其是湖北投资者
来缅投资。

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华荣表
示，2020年1月至11月，湖北同缅甸

进出口总额达 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缅甸是东盟各国中与湖北进出
口贸易保持逆势增长且增长率最高的
国家，湖北与缅甸经贸合作潜力巨大。

缅甸企业代表和缅甸中国企业商
会行业分会负责人分别推介了仰光新
城、曼德勒缪达工业园以及通信、农
业等领域。湖北省企业代表介绍了该
省在医药、农业、汽车制造、通信等
领域的优势。

为拨开世界迷雾贡献中国智慧
新华社记者 温馨

中国湖北与缅甸加强经贸合作

■新华时评

俄媒：中国复苏吸引
外资蜂拥而至 贵州黔西：草莓成熟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