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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州无视疾控中心感恩节提示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9 日呼吁美国人感恩节期间待在家中、不要出行，以防感染新冠病毒。一些州长无视这一提示，要么
不愿发布防疫限制措施，
要么公开自己的节日聚会计划，
甚至鼓励居民小规模聚会。
美联社 20 日援引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主席乔治·本杰明的观点报道，
这些州长正向居民释放
“非常危险的信号”
。

【州长不作为】
今年美国感恩节在 11 月 26 日。往
年，许多美国人趁感恩节外出度假、与
亲友团聚。
5 月阵亡将士纪念日和 9 月劳工节
的周末过后，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激增，
疾控中心因而在感恩节到来前发出警
示，强烈建议“与和你同住的人在家中
过节”，警告“与不和你同住的家人朋友
聚会会增加感染或传播新冠病毒或流
感的可能性”
。
根据美国宪法，涉及公共卫生和安
全领域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首要职
责。
一些州长对疾控中心的警示“视而
不见”。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李说，不打
算颁布任何防疫限制措施。
过去数周，南达科他州大约一半的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但州长克丽
丝蒂·诺姆没有要求州内采取任何防疫
举措，没有呼吁民众减少感恩节聚集。
她说：
“ 我们不打算阻止大家团聚庆祝
感恩节，
也不会劝你不要团聚。”
曾经感染新冠病毒的俄克拉何马
州长凯文·斯蒂特说，他打算周末参加
一场橄榄球赛，还要与父母一起过感恩
节，强调“俄克拉何马人应该与他们爱
的人一起过节”。
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主席本杰明说，
感恩节即将来临之际，美国将迎来疫情
的快速蔓延。部分州长这时依然不愿
实施限制措施或者不愿意鼓励民众居
家，
“ 是向州内居民释放非常危险的信
号”
，
是由政治因素触发的
“悲剧”。
美联社 20 日报道，美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逾 117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
超过 25.2 万例。

11 月 20 日，在美国洛杉矶，民众在一家开市客（Costco）卖场外排队等候购物。

【居民再“囤货”
】
也有一些州长今年感恩节不聚
会。俄亥俄州州长迈克·德瓦恩说，他
和妻子决定取消感恩节家庭聚会，认为
那样做将对年过九旬的岳母和刚刚降
生的孙辈构成风险。
密歇根州州长格蕾琴·惠特默说，
她感恩节将利用视频软件与亲友“团

聚”
。
路透社报道，截至 20 日，美国 22 个
州已经实施防疫限制措施，促使消费者
开始囤积卫生纸和消毒用品。
美国最大连锁零售商沃尔玛公司
17 日说，一些门店难以应对清洁用品需
求激增。美国克罗格公司、百姓超级市
场公司开始限制消费者购买厕纸和纸
巾的数量。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
说，大部分消毒湿巾和纸巾已经售出。

加利福尼亚州 19 日宣布，将在大
多数地区实施宵禁，以遏制疫情反弹。
加州弗雷斯诺和洛杉矶的消费者发现，
连锁超市开市客公司一些门店的卫生
纸已经售罄。
华盛顿州温哥华市禁止餐厅开放
堂食，路透社记者在一家开市客门店发
现，卫生纸、抹布、手套、纸巾已经卖光。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埃塞国防军继续推进 联合国关切难民状况
埃塞俄比亚政府 20 日宣布，埃塞国
防军夺取北部提格雷州两个镇，继续推
进在提格雷州的军事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同一天说，联合国正竭尽所能为从提格
雷州进入苏丹的难民调集人道主义援
助。

【冲突持续】
埃塞联邦政府与提格雷州政党“提格
雷人民解放阵线”
（
“提人阵”
）之间的武装
冲突已持续两周多。
埃塞政府 20 日在声明中说，国防军
当天完全控制提格雷州阿克苏姆镇、阿杜
瓦镇以及阿迪格拉特镇周边地区，正向阿
迪格拉特镇推进，
“ 提人阵”
“ 许多武装人
员投降”。
阿克苏姆镇是埃塞俄比亚历史文化

名镇。阿迪格拉特镇距离提格雷州首府
默克莱市大约 120 公里。
埃塞政府发言人雷德万·侯赛因 20
日说，国防军正在推进，接近包围默克莱
市。
提格雷州相邻的阿姆哈拉州首府巴
赫达尔市机场附近 20 日清晨遭火箭弹袭
击。阿姆哈拉州政府说，
“提人阵”武装发
射 3 枚火箭弹，
“ 都没击中目标”，落在机
场附近及田地，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
失。
“提人阵”发言人声称，这起袭击是为
报复从巴赫达尔机场向提格雷州发射的
炮弹袭击。
埃塞总理阿比·艾哈迈德本月 4 日指
责“提人阵”武装人员当天袭击提格雷州
一处国防军营地，下令对“提人阵”发起军
事行动，要把这一政党“绳之以法”。国防
军 6 日起空袭“提人阵”军事目标。埃塞

联邦议会 7 日通过决议，废除由“提人阵”
主导的提格雷州议会和政府，成立过渡州
政府。
埃塞俄比亚按照部族划分全国 9 个
州，提格雷族大约占全国人口的 8%。
“提
人阵”曾经长期实际掌控国家政权，主导
原执政联盟。阿比去年 12 月改组执政联
盟为
“繁荣党”
，将
“提人阵”
排除在外。

【难民危机】
联合国难民署说，由于提格雷州冲
突，大约 3.2 万人从埃塞俄比亚逃至邻国
苏丹，这一数字今后 6 个月可能增至 20
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0 日在记者
会上说，联合国非常担忧埃塞局势，尤其
是其“严重人道主义影响”，联合国“正在
竭尽所能为已在苏丹的难民调集人道主

民登记时间：2020 年 11 月 23 日 8 时至 2020 年 11 月 27
日 17 时。
三、选民登记地址：
社区
星仪社区
黄鹤山社区
星都社区
隆昌社区

选民登记地址
星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宾果公寓西门）
藕花洲大街西段 613 号
星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藕花洲大街西段 613 号）
隆昌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星苑 9-3 商铺）

联系电话
89189258
86260881

86265881
86260669

望 居 民 互 相 转 告 ，及 时 到 社 区 参 加 选 民 登 记 。
星桥街道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 11 月 22 日

分类广告 微信办理
扫一扫

余杭晨报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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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89187789 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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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
三季度强劲反弹
新华社日内瓦 11 月 20 日电 世界贸易组
织 20 日发布报告说，受出口订单快速增长拉
动，今年第三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强劲反弹，但
未来这一增长趋势能否持续仍存在不确定性。
世贸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贸易
晴雨表》报告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达
100.7，
相较于 8 月发布的 84.5 有大幅提升。
世贸组织表示，为抗击新冠疫情，二季
度多地采取封锁和旅行限制措施，造成全球
贸易和生产大幅减少；而随着疫情防控措施
放松，三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强劲反弹。不
过，随着前期受抑的市场需求释放完毕、企
业库存补给完成，四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可能放缓。
世贸组织强调，目前全球贸易局势仍存
在高度不确定性。随着欧洲和北美地区疫情
反弹，多国再次出台封锁措施，可能引发新
一轮企业关门或陷入财务困境。
10 月，世贸组织曾预测，今年全球货物
贸易量将萎缩 9.2%，明年将增长 7.2%，但贸
易规模将远低于疫情前水平。
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
则，数值 100 为其基准点。如果某一季度的指
数读数为 100，意味着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符合
中期趋势预期。指数大于 100 表示该季度全球
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显示全
球货物贸易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世贸组织 2016 年 7 月首次发布全球贸易
景气指数，通过采集主要经济体的贸易统计
数据，就当前世界贸易的短期发展走向提供
早期信号，为贸易政策制定者和工商界提供
更为及时的国际贸易信息。
自 2019 年 9 月，世贸组织开始分别发布
《货物贸易晴雨表》 报告和 《服务贸易晴雨
表》 报告，替代此前的全球贸易景气指数报
告。

俄罗斯向纳卡地区派遣
首批人道主义援助车队

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20 日电 俄罗斯紧急
情况部 20 日发布公告说，俄罗斯当天向纳戈尔
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派遣了首批人道主义
援助车队。
公告说，俄紧急情况部组建了两个车队，
向纳卡地区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主要运送
的是纳卡地区恢复社会基础设施和受损居民
住宅所急需的建筑材料。
另据俄罗斯媒体援引俄国防部国家国防
管理中心发布的消息报道，跨部门人道主义响
应中心 20 日正式在纳卡地区运行。该中心主
要承担恢复纳卡地区和平生活的人道主义援
助任务，包括帮助难民重返家园、恢复民用基
础设施、分发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协助亚美尼
亚和阿塞拜疆相关部门同国际人道主义机构
开展合作等。
本月 9 日，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
国领导人签署声明，宣布纳卡地区从莫斯科时
间 10 日零时（北京时间 5 时）起完全停火。

桑杜当选摩尔多瓦
首位女总统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 11 月 20 日电 基希讷
乌消息：摩尔多瓦中央选举委员会 20 日确认马
娅·桑杜赢得总统选举，摩将迎来史上第一位女
总统。
桑杜今年 48 岁，1994 年毕业于摩尔多瓦经
济 学 院 ，2012 年 至 2015 年 出 任 摩 教 育 部 长 ，
2019 年 6 月至 11 月出任总理。

关于开展崇贤街道崇文社区、杨家浜社区
选民登记工作的公告

星桥街道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部分社区选民资格条件和选民登记的公告
按照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现将街道部分社区
居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选民资格条件、登记时间、登记
方式等进行公告，望居民互相转告，做好准备，及时进行
登记。
一、选民资格条件：
1、户籍在本市，在本社区居住的居民；
2、户籍在本社区，但不在本社区居住的居民，要求
参加户籍地社区选举的；
3、居住地和户籍均不在本社区，但在本社区工作的
社区专职工作者；户籍不在本市，但在本社区居住一年
以上的居民；驻社区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的代表（需持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委托书），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参
加选举，
经居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
二、选民登记时间：
星仪社区、黄鹤山社区、星都社区、隆昌社区选

义支持”。
古特雷斯说，联合国要求停火、
“开辟
人道主义走廊”，从而让人道主义援助物
资得以在冲突地区分发。
“ 这是我们严重
关切的事，我希望这些呼吁能被听进去，
希望这（冲突）很快结束。”
路透社报道，在苏丹东部边境一个设
有难民营的地区，人道主义救援人员正在
搭建一个可以容纳 1 万人的难民营，来到
这里的埃塞难民排队领粥。
古特雷斯说，埃塞政府迄今没有接受
任何形式的外部调解，联合国继续全面配
合非洲联盟，支持非盟的任何调停方案。
南非总统、非盟轮值主席西里尔·拉
马福萨的办公室 20 日在声明中说，非盟
任命莫桑比克前总统若阿金·希萨诺、利
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南非
前总统卡莱马·莫特兰蒂共同调解埃塞冲
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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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社区居民：
根据崇贤街道村（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日
程安排，崇贤街道崇文社区、杨家浜社区居民委员会
换届选举日定为 2020 年 12 月 19 日。
为保障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确保换届选举工
作顺利完成。请崇文社区、杨家浜社区年满十八周岁
符合选民资格的居民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7
日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社区进行资格确认、审

核、登记，每一选民只能在一地登记，对确认资格的选
民，颁发选民证。未在规定期限内登记、未确认参加
选举的居民将不计算在本届选民数内。如有不明事
项，请联系崇贤街道村（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
0571-86272059。
崇贤街道村（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 1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