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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房屋租售
●售独栋宜幼儿园13032828088

声明·公告

●成都市成华区金苹果万科魅
力之城幼稚园一张空白四川增
值税普通发票（051001800104、
NO.04136711）遗失作废。
●成都紫星印务有限公司遗失
原法定代表人章（林彦池）， 编
号5101240008586，声明作废

●杜俊身份证 (号：51010319780�
1163210）于2019年4月25日遗失，
遗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造成后
果与本人无关，特此登报声明。
●郭子逸身份证（510107199908
215038） 于2019年4月25日上午
10点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 因公司本区域招商名
额已满，现停止招商；感谢各经
销商对本公司的支持和信任，现
阶段公司为了给合作客户提供
更优质，更便捷的服务，办公场
所搬至厂房：浙江省义乌市苏溪
镇苏福路191号。 客户如有供货

需求或售后需要，请致电对接的
区域经理：
朱经理：19180411247
姚经理：17360112553
陈经理：18228283776
潘经理：18581542113

成都意初商贸有限公司

●公 告
金牛区星辉西路8号B宗科研用
房及配套设施项目相关人员：

我公司在金牛区星辉西路8
号B宗修建的科研用房及配套设
施项目已建设竣工， 现已进入

规划核实公示阶段， 公示内容
张贴于新建科研办公楼主入口
处， 公示时间为2019年4月29日
至2019年5月7日。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2019年4月29日

●新都区佳妍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部营业执照 （注册号510125�
600469276）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市银富通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75063859），
遗失作废。

委内瑞拉
正式退出美洲国家组织

委内瑞拉政府4月27日宣布，已完成退出
美洲国家组织的所有规定程序，从即日起彻底
脱离这个“屈从于美国利益”的地区组织。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天在个人推特账
户上表示，美洲国家组织是一个不遵守民主原
则和国际法的干涉性组织，是美国政府的“殖
民部门”。委内瑞拉不会成为任何帝国的殖民
地，因此“我们和美洲国家组织说再见，并且永
远不会回来”。

当天上午，上万名委内瑞拉政府的支持者
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大型游行活动，庆祝国家
正式退出美洲国家组织。

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在游行活动讲话
中说，委内瑞拉按照人民的意愿彻底离开了美
洲国家组织。阿雷亚萨指责美国对委实施经济
封锁，阻止委政府购买药品、食品和其他必需
品，并公开将美洲国家组织作为对委发动政变
的平台。他呼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团结一
致并继续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应对“帝国
主义威胁”。 （新华社）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8日“曝光”两天前
在斯里兰卡东部安帕拉区一处“安全屋”引爆
自杀式炸弹的3名男子身份，宣称这3人牵涉21
日复活节恐怖袭击，没有提及他们是否是“伊
斯兰国”成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收到恐袭预
警前，斯里兰卡境内多起案件已经暗示恐袭
预谋。

斯里兰卡宣布
取缔两个当地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28日经由“传声筒”阿马克通
讯社发布消息，说3人分别化名阿布·哈马德、
阿布·苏菲安和阿布·卡卡；斯里兰卡军方和警
方26日突袭“安全屋”时，持自动武器向军警开
火，“耗尽弹药以后，引爆……爆炸背心”。

阿马克通讯社发布一张照片，显示两名男
子站在“伊斯兰国”黑色旗帜前，其中一人所持
武器与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相似。军警在突袭现
场查获类似武器。

军方、警方联合行动部队26日晚间突袭这
处据称窝藏“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成员的“安
全屋”，与极端武装人员交火，屋内3名男子引
爆自杀式炸弹，同时致死3名女子和6名儿童，
另有至少3人受伤。联合行动部队没有伤亡。

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办公室27日晚
宣布，取缔“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和“易卜拉
欣信仰大会组织”，没收这两个当地极端组织
的全部资产。

斯里兰卡官方重点调查“全国认主学大会
组织”是否发动复活节恐袭，以及它与“伊斯兰
国”的关联。复活节当天，斯里兰卡三地发生至
少8起爆炸，3座教堂、4家高档酒店遇袭，250多
人死亡，50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两天后宣称
发动这起恐袭，没有证据显示它直接参与。

恐袭发生前
斯里兰卡曾收到境外情报机构提醒

恐袭发生前一周，印度情报机构警告斯里
兰卡政府，“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头目扎赫
兰·哈希姆策划对多座教堂和酒店发动袭击。

哈希姆21日在科伦坡香格里拉酒店爆炸
现场毙命。斯里兰卡政府说，事发时他在酒店
餐厅引爆炸弹，致死数十名游客。

有线电视新闻网认定，收到境外情报机构提
醒以前，斯里兰卡多起案件暗示有人谋划恐袭。
警方重新回顾案情，认为“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
为策划恐袭在全国范围内做准备，包括设立武装
人员训练营、“安全屋”以及炸弹制造窝点。

2018年12月，斯里兰卡中部马沃内勒镇一
组佛像遭捣毁。当地伊斯兰教人士指认事件牵
涉哈希姆。今年1月，警方在科伦坡西郊一处农
场查获100公斤爆炸物，逮捕4名男子。警方现
在推断那处农场是“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的
训练营，爆炸物关联佛像捣毁案。4月初，在哈
希姆家乡卡坦库迪镇，一辆摩托车遭引爆。警
方现在认为那是一次恐袭“预演”。

斯里兰卡民众发觉，哈希姆经由社交媒体
传播极端思想，内容日趋暴力，不少人多次尝
试向政府报告哈希姆动向。 （新华社）

“伊斯兰国”“曝光”
斯里兰卡恐怖分子身份

主因是疫苗接种不足

世卫组织统计显示，截至4月中旬，今年全
球有170个国家向该组织报告了总计超过11.2
万例麻疹病例，与去年同期相比激增300%。世
卫组织认为，上报病例可能还不足病例总数十
分之一，统计结果严重低估了实际疫情。

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卫生部数据显示，
去年9月以来该国感染麻疹病例超过11万，超
过1200人死亡。据菲律宾当地媒体报道，截至3
月中旬，该国今年已有超过300人死于麻疹。此
外，乌克兰、尼日利亚、新西兰、日本、中国香港
等国家和地区去年以来的病例数也明显增多。

目前尚无治疗麻疹的特效药，但上世纪60
年代问世的麻疹疫苗使全球每年因麻疹死亡的

人数显著下降。世卫组织统计显示，2016年全球
麻疹死亡人数比2000年下降84%。据“全球疫苗
行动计划”确立的目标，到2020年世卫组织所划
分6个区域中至少5个将完全消灭麻疹。

正在发生的麻疹疫情恐让这一目标难以
实现。美国、日本、韩国等曾经宣布消灭麻疹的
国家重又出现病例。

世卫组织说，婴幼儿接种两剂疫苗才能有
效预防麻疹，而麻疹疫苗覆盖率达到约95%才
能有效阻止病毒在人群中传播。但数据显示，
2017年全球仅85%的儿童按照常规程序在一岁
前接种第一剂麻疹疫苗，而接种第二剂疫苗的
儿童仅有67%。

全球麻疹病例较去年同比激增300%

卷土
重来

麻疹在全球多地

最近几个月最近几个月，，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暴发了大规模麻疹疫情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暴发了大规模麻疹疫情，，一一
些国家病例数甚至创下麻疹疫苗问世以来的最高纪录些国家病例数甚至创下麻疹疫苗问世以来的最高纪录。。

据新华社报道据新华社报道，，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创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创2525年来最高水年来最高水
平平，，达到大约达到大约700700例例，，引起卫生部门警惕引起卫生部门警惕。。日前日前，，有着有着66..55万名师生的加万名师生的加
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因发现麻疹因发现麻疹
病例病例，，超过超过10001000名学生名学生、、教职员工和访客受到隔离教职员工和访客受到隔离。。

为何一度趋于沉寂的麻疹病毒又在全球多地卷土重来为何一度趋于沉寂的麻疹病毒又在全球多地卷土重来？？专家认专家认
为为，，发生这一轮疫情的主因是疫苗接种不足发生这一轮疫情的主因是疫苗接种不足。。在中低收入国家在中低收入国家，，贫困贫困
导致的疫苗短缺使疫情迅速扩散导致的疫苗短缺使疫情迅速扩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众因对疫民众因对疫
苗的某些误解产生苗的某些误解产生““反疫苗反疫苗””情绪情绪，，在有条件接种麻疹等疫苗情况下在有条件接种麻疹等疫苗情况下
选择不接种选择不接种，，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情况称为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情况称为““疫苗犹豫疫苗犹豫”。”。

麻疹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病毒性疾病，受影响的大部分是儿童，症状包
括发热、上呼吸道炎症、咳嗽、结膜炎等，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症状，甚至
致人死亡。目前尚无特效药物，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是接种疫苗。

数据惊人
截至4月中旬，今年全球有170个国家向该组织报告了总计超过11.2万例

麻疹病例，与去年同期相比激增300%。世卫组织认为，上报病例可能还不足病
例总数十分之一。

此外，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创25年来最高水平，达到大约700例。

追根溯源
专家认为，发生这一轮疫情的主因是疫苗接种不足。在中低收入国家，贫

困导致的疫苗短缺使疫情迅速扩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众因对疫苗的某
些误解产生“反疫苗”情绪，在有条件接种麻疹等疫苗情况下选择不接种，世
界卫生组织将这种情况称为“疫苗犹豫”。

统计显示统计显示
截至4月中旬，今年总计有超过11.2万例麻疹病例

““反疫反疫苗苗””运动运动
威胁全球健康 如今在美国尤为活跃

绝大多数麻疹死亡病例发生在人均收入
水平较低、卫生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在疫情
严重的马达加斯加，目前麻疹疫苗接种率仅为
58%。要使这个国家约2600万人口全部被麻疹
疫苗覆盖至少还需700万美元，目前仍有300万
美元资金缺口。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还显示，2017年
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有多达20个国家还未在
免疫计划中引入必要的第二剂麻疹疫苗，使该
地区每年有1700多万婴儿在童年阶段面临罹
患麻疹风险。

此外，一些西方国家近年出现“反疫苗”运
动，导致新疫情出现。世界卫生组织认定“反疫
苗”运动是全球健康威胁。这一运动如今在美
国尤为活跃，许多缺乏医学根据的说法经由社

交媒体广泛传播。
据悉，欧美国家近年来的“反疫苗”运动与

1998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项
不实研究有关。这篇由英国医生安德鲁·韦克菲
尔德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称，麻疹、腮腺炎、风
疹三联疫苗（MMR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可能存
在联系，这一结论引发轩然大波，使欧美一些国
家MMR疫苗接种率在随后几年急剧下跌。

尽管这篇论文已经因“数据不充分”于
2010年被《柳叶刀》撤稿，韦克菲尔德也已因学
术不端被吊销行医资格，此后大量研究也未
发现MMR疫苗与自闭症之间有任何关联，但
这篇文章唤起的“反疫苗”情绪至今未能消
散。民调机构“欧洲晴雨表”一项调查显示，目
前仍有较高比例欧洲民众对疫苗不信任。

““疫苗犹疫苗犹豫豫””蔓延蔓延
美国、欧盟纷纷呼吁公众接种疫苗

世卫组织将“疫苗犹豫”列入今年全球健
康面临的十大威胁，与空气污染、抗生素耐药
性、埃博拉病毒等高威胁病原体等并列。“疫苗
犹豫”是指在可获得疫苗接种的情况下对接种
疫苗的犹豫或拒绝，这会使疾病预防方面已取
得的成果出现倒退，使一些本已得到有效控制
的疾病发病率再度上升。

欧盟委员会26日发表声明呼吁采取措施
提高疫苗接种率，并驳斥有关疫苗的虚假信

息。声明说，接种疫苗是迄今最成功的公共卫
生措施之一。疫苗不仅预防疾病、挽救生命，同
时也降低卫生保健开支。过去两个世纪，疫苗
始终被证明是有效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美国疾控中心近日也发表声明呼吁公众
接种疫苗，因为这是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
而且接种这一疫苗与自闭症没有关联。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26日也呼吁民众接种疫苗。

（新华社）

为严防麻疹，美国洛杉矶两所大学千人受到隔离。图为4月26日，一名健跑者从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罗纳德·里根医疗中心外经过 新华社发

两名在尼日利亚
遭绑架的中国工人获救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28日向记者证实，经多
方努力，日前在尼日利亚南部埃邦伊州遭不明身
份武装人员绑架的两名中国工人已安全获救。

中国驻拉各斯代总领事管仲奇对新华社
记者表示，两名中国工人24日下午在埃邦伊州
一个公路项目施工现场遭绑架。获知案情后，
总领馆立刻启动应急预案，指导企业妥善应
对，同时向尼警方核实案情并敦促其尽快采取
行动，平安解救中方人员。

管仲奇说，在尼警方强大压力下，绑匪最
终同意释放人质。目前两名中国工人已平安返
回公司营地。 （新华社）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28 日下午英
国伦敦希思罗机场附近发生爆炸。另据英国

《每日快报》消息，爆炸并非发生在机场，而是
位于希思罗机场附近的温普尔路一座仓库。

伦敦消防部门已派出 10 辆消防车和约
70 名消防员赶赴火场。目前仓库中仍有一个
集装箱，一条工业输送带，15 辆面包车和三
辆铰接式卡车在燃烧。据悉，约 15 人在消防
员赶到前离开事故地，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
报告。据目击者称，大火引发多次爆炸，并向

天空喷出滚滚浓烟。消防人员正在积极扑灭
仓库大火，伦敦消防队建议该地区的居民和
企业保持门窗紧闭。

据英国《镜报》报道，伦敦希思罗机场发言人
表示，尽管该地区浓烟滚滚，但航班仍照常运行。

火灾发生后，伦敦铁路部门宣布，为防止
火情蔓延威胁到高空铁路输电线路，铁路部门
已停止伦敦帕丁顿火车站至希思罗机场和伦
敦西南雷丁之间的铁路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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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浓烟滚滚 航班仍照常运行

英国希思罗机场附近一仓库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