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YUHANG MORNING POST
环球 2019年8月14日

责任编辑：杨利军

环球扫描

登革热来势汹汹
东南亚各国加强应对

俄罗斯疑似测试新型导弹失败

【追授荣誉】

美联社报道，数以千计民众出席当天
葬礼，俄首都莫斯科以东大约 370公里的
萨罗夫市为 5名工程师降下半旗。路透
社报道，悼念仪式设鸣枪致哀环节。

俄国家原子能公司公布 5人姓名：阿
列克谢·维尤申、叶夫根尼·克拉塔耶夫、
维亚切斯拉夫·利普舍夫、谢尔盖·皮丘金
和弗拉迪斯拉夫·亚诺夫斯基。

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列克
谢·利哈乔夫称赞 5人是“真正的英雄”、
国家和原子能领域的“骄傲”。俄国际文
传电讯社援引利哈乔夫的话报道，“对他
们最好的致敬”就是坚持到底、继续研发
新型核武器。

5人都在国家原子能公司下属俄联邦
原子能中心工作。中心主管瓦连京·科斯
秋科夫称赞他们是“精英”，在最艰苦的条
件下坚持试验，曾试图“奋力控制局面，但

没有能阻止事故发生”。
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谢尔盖·基

里延科先前执掌国家原子能公司，在葬礼
上称赞 5人明知危险依然奋不顾身。基
里延科宣布，总统普京将向 5人追授国家
高级荣誉。

【新型核导】

俄国防部和国家原子能公司 10日公
布这起 8日发生的事故。事发地为俄西
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尼奥诺克萨村附
近海军靶场，工程师测试火箭发动机“核
同位素动力源”时发生爆炸，导致 5人死
亡、3人受伤。

企业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在 12日的
葬礼上说，5人“不幸在测试一种新型特殊
装置时丧生”。

彭博社报道，俄联邦原子能中心分管
科研的维亚切斯拉夫·索洛维约夫曾告诉

当地电视台，5人工作的部门正利用“可裂
变材料和放射性同位素等放射性材料”研
发军民两用的小规模动力源。“我们正分
析整起事件，以评估事故规模并查明原
因。”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俄国防部和国际
原子能公司没有披露失事火箭的类型，只
说它使用液体推进剂。一些俄罗斯媒体
猜测，火箭实际是总统普京去年经由国情
咨文首次披露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2日经由
社交媒体“推特”说，美国从俄罗斯导弹试
验爆炸中吸取教训，美方“掌握类似但更
先进的技术”。

【辐射正常】

“海燕”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称作
SSC-X-9型“天坠”巡航导弹。特朗普在
推文中说，俄罗斯“天坠”导弹爆炸让民众

担忧“设施周边空气”等多重问题。
彭博社报道，距离事发地大约 30公

里的港口城市北德文斯克政府网站一度
发布声明，说辐射水平短暂上升，很快恢
复正常，但声明随后撤销，原因不明。俄
联邦原子能中心一名官员说，辐射水平一
度升至正常水平两倍，但持续不足 1个小
时，没有监测到持续污染。俄国防部则说
辐射水平正常。

为防范辐射泄漏，事发地周边城镇居
民涌向药店，购买碘。

邻近国家挪威事发后加强辐射监测，
但该国核安全与环境保护部门 12日说，
本地和欧洲的监测器没有显示辐射水平
上升。

设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裁军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帕维尔·波德维格说：“如果
事故确实严重，我们本应在距事发地更远
处观测到更多辐射。”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不幸在近日火箭试验事故中遇难的5名俄罗斯核工程师12日在俄核设施中心所在地萨罗夫市下葬。俄国家原子能公司称赞5人所做贡献。俄总统弗拉基
米尔·普京将追授他们国家荣誉。

不过，一些媒体根据俄官方披露的信息推测，火箭试验事故可能是俄方测试新型核动力巡航导弹失败。

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地址：余杭区南苑街道世纪大道1号 电话：95566 0571-86228899

中国银行全面推广移动对公开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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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以客户为中心发展理念，中国银行面向企

业客户全面推广移动对公开户业务，实现企业开

户、开产品“一站式”办理，开户时间缩短至 30分钟

左右。

1、“一站式”需求化解，让企业少跑腿
企业来一次银行、提供一套申请资料，可快速

办理开立账户、开通网银、短信通知、单位结算卡、

银企对账等所需银行服务。银行还可根据企业情

况，携带移动设备上门服务，实现“银行跑一次、企

业不用跑”。

2、“免填单”业务办理，让企业少动手
使用移动对公开户的过程中，企业信息采集和

确认均在系统中完成，相关信息自动映射到《开户

申请书》等表单中，打印后交由企业确认，无需企业

人员手工填单。

3、“智能化”信息采集，让操作少起来
移动对公开户采取自动调用企业工商登记信

息、自动读取身份证件信息、OCR识别证照信息、整

合各项业务公用信息等方式，尽可能实现企业信息

自动导入、最大化复用、最小化手工录入，优化、减

少客户操作步骤，提升工作效率。

4、“自动化”交易处理，让流程快起来
基于业务场景，移动对公开户将原来柜面的对公

开户交易封装、组合和串联。系统

自动完成创建客户号、关联股东/受
益所有人、维护涉税声明、开立账

户、签约产品等交易处理，交易结

果立等可见，取消手工交易调用，

使流程更迅速。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8月13日——8月15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使徒行者2：谍影行动 12:35 30元

冰雪女王4：魔镜世界 14:20 25元

上海堡垒 18:35 30元

童童的风铃密室 20:20 25元

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年，因为

专业，所以专注。“精工细作、追求完美是本公司的目
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分岗位，现公司向社
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
遇从优，现开始报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商务信息

临平洁士家政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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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2019-8-15 07:00-16:00 石坝 G039线龙安南祥
泥坝公变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龙安南祥
泥坝一带；08:20-17:00 陈米G352线精工机械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杭州精工机械有限公
司一带；08:40-16:30 小山H715线大禹小学永建校
区进线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洪桐村
大禹小学永建校区一带；07:00-15:20 新丰开关站政
法G653线公安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
苑街道：信达学校、临平一小一带；07:00-16:00 石坝
G039线龙安南祥泥坝公变：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
河街道：龙安南祥泥坝一带；08:20-17:00 陈米G352
线精工机械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杭
州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一带；08:40-16:30 小山H715线
大禹小学永建校区进线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
杭街道：洪桐村大禹小学永建校区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86130111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 15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
料提交我局(联系地址：余杭区临平南大街265号
市民之家一楼，联系电话:0571-86225309）。逾期
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
以登记。

赠与人：英颖 受赠人：杨爱琴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桥桂

花城金秋苑10幢3单元202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8月14日

征询异议公告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 15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
料提交我局(联系地址：文一西路 1500号未来科
技 城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联 系 电 话 ：
0571-88607316）。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
不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刘婧 受赠人：盛小玉
不动产坐落 ：余杭区闲林街道翡翠城梅预

苑4幢3单元502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8月14日

征询异议公告

停电预告

招聘：种植牙手术护士、管理、口腔医生、护士、财务。
邱山院区：临平邱山大街271号（靠景山路南路口）
北大街院区：临平北大街167号（大红鹰超市斜对面）
电话：86205588（邱山）86226825（北大街）

张尧生口腔
杭州优固光电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戚磊遗失云创商业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临平分公司
开具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号码：81468857、
81498711发票代码：033001800104，声明作废。

施工公告
由于常二路（现更名为聚橙路）（文一西路——灵

长路）提升改造工程施工，计划于 2019年 8月 15日开
工，2020年1月15日完工。

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支持与谅解。
谢谢合作，特此通告！

杭州未来科技城建设有限公司

8月1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警方在事发现场工作。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13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当天下午

发生一起一名男子持刀伤人事件，导致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女性公民，目
前没有生命危险。 （新华社）

一名中国公民一名中国公民
在悉尼持刀伤人事件中受伤在悉尼持刀伤人事件中受伤

英国“无协议脱欧”阻击战9月打响？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准备在 9月

第二周与反对英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
况下退出欧洲联盟的议员正面交锋。不
过，不同党派的议员目前尚未确定阻击

“无协议脱欧”的最佳方法。
英国《卫报》12日披露，首相府预期第

一场交锋可能9月9日上演。12日发布的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过半英国民众认定约
翰逊“无论如何”必须带领英国“脱欧”。

一名英国政府高级别官员告诉《卫
报》，议会定于9月9日就北爱尔兰地区分
权进展报告作辩论，首相府预期一些议员
届时可能借机推动立法，要求延期启动
《里斯本条约》第 50条“脱欧”条款，从而
避免英国在法定期限 10月 31日“无协议
脱欧”。

英国议会定于 9月 3日结束休会期。
依据法律，英国政府当月4日须提交北爱尔

兰事务报告，而议会须在5天内审议报告。
约翰逊多次强调将带领英国如期“脱

欧”，同时要求欧盟重谈“脱欧”协议的法
律条款部分，特别是取消要求北爱尔兰与
爱尔兰之间不设“硬边界”的“备份安
排”。但欧盟一直坚持“备份安排”不容重
新谈判。

这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英国官员说，
首相府依然相信，欧盟如果看到英国议会

无力阻止 10月 31日“无协议脱欧”，仍有
可能同意重谈“脱欧”协议。这名官员说，
在欧盟见证 9月初英国议会交锋以前，首
相府不预期能与欧方取得突破。

首相府发言人说，约翰逊依然决意达
成“脱欧”协议，相信这“符合英国和欧盟
的最佳利益”。但英方清楚为达成协议

“需要完成哪些事”。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菲律宾卫生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今
年 1月 1日至 7月 20日，菲律宾全国有超过
14.6万人确认感染登革热，这一数字比2018年
同期高出了98%。更为严重的是，今年菲律宾
境内已有622人因感染登革热死亡。8月6日，
菲律宾卫生部宣布全国进入登革热疫情暴发
状态。

在东南亚地区，登革热疫情几乎年年有，
但今年的来势格外凶猛：菲律宾、越南、马来西
亚等国病例数大幅超过去年同期，且丝毫没有
减缓迹象。

8月13日，在菲律宾甲米地省一处登革热
应急医疗站，一名母亲照顾自己患病的孩子。

美国国家旅游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
斯托弗·汤普森日前表示，中国一直是美国旅
游业极其重要的旅游客源国。2018年中国游
客在美消费额仍居首位，但中国赴美游客数量
出现下降，并且今年以来继续减少。

汤普森出席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市举行的美国国家旅游局营销委员会会议和
董事会会议时向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国是世界
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对于想努力扩大国际
旅游市场份额的国家来说极其重要。“我们一
直关注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因为它会对旅游
业产生影响。”他说。

据美国官方统计，2018年赴美中国游客数
量比上年减少6%，15年来首次出现下滑。

美国旅游局官员：
中国赴美游客数量继续减少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 13日质疑韩
国将日本清出“白色清单”的决定，认为这一举
动的动机“完全不明”。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宣布对日本加强贸
易管制，说我们没有遵守国际出口管制基本原
则，”世耕在社交媒体“推特”说，他看完韩国方
面的记者会，完全搞不清韩国出于何种原因这
样说。

韩国政府 12日决定将日方排除出贸易韩
方“白色清单”，大约1700种韩国企业向日本出
口的“战略商品”受到限制。

共同社报道，韩国这一举措旨在报复日本
近期对韩国施行的出口管制。

（均据新华社）

日本质疑韩国
将其清出“白色清单”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