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D 显示屏厂房位于灵川县八里街工业园区 G 东路以南、道光河以东的 N2-2A2

地块，建设单位为阳玉平。建设总平图方案由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设计完成

并报我局审查。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要

求，现将该规划予以公示，公开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其他详细情况请到灵川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 LED 显示屏厂房项目周边群众或利害关系人若对规划方案有

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将合理合法的书面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反馈到灵川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系电话： 0773-6819828 、 0773-6812493)，申请人及利害关系

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逾期不反映，视为无异议，住建局按照程序批准实施。

公示期限： 2020 年 5 月 6 日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止

公示地点： 1 .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LED 显示屏厂房项目现场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4 月 30 日

LED 显示屏厂房项目建设

总平面方案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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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宝澍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4
日说，委方当天俘获 13 名从哥伦比亚
经海上侵入的雇佣兵，包括两名美国
人。

一名美国退役军人当天早些时候自
称雇用这伙武装人员、策划侵入行动，
与委内瑞拉反对派签有合同。

【委方再挫侵犯】

4 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期间，马
杜罗手持两本蓝皮美国护照，读出护照
上的姓名“阿里安·贝里”“卢克·登
曼”及出生日期，展示雇佣兵所乘船
只、所用无线对讲机和夜视镜的照片。

“美国政府完全地参与这起遭挫败
的袭击。”马杜罗说，这两人受美国退役

军人乔丹·古德罗雇用。他说，古德罗与
委内瑞拉反对派签有合同，利用他在美
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家企业招募雇佣兵。

马杜罗称赞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
渔民俘获其中一伙“专业美国雇佣
兵”。

阿拉瓜州州长鲁道夫·马尔科当天
早些时候说，有赖情报部门信息和军民
团结，当地渔民在海岸抓获 8 名乘船
登陆的“恐怖分子”。这名州长发布照
片，显示 8 名男子趴在地上，身着便
服，手扣在背后。

委内瑞拉媒体报道，这 8 人包括
一名参与去年 4 月反对派未遂军事政
变的原委内瑞拉上尉和两名美国人。

这是委内瑞拉连续第二天拦截从海
上侵入的雇佣兵。军方已调集 2 . 5 万
名士兵防范威胁。

军队和特警 3 日在拉瓜伊拉州海
岸拦截一伙雇佣兵，击毙 8 人、俘获 2

人。委内瑞拉政府说，那伙人来自哥伦
比亚、受美国和哥伦比亚政府资助，一
名被俘雇佣兵自称是“美国毒品管制局
特工”。

哥伦比亚政府否认参与入侵图谋。

【美老兵认领入侵】

古德罗 4 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
直播中说，他策划侵入委内瑞拉的行
动，与委内瑞拉反对派要员胡安·瓜伊
多签有合同，组织雇佣兵在哥伦比亚受
训，目标是“活捉马杜罗”。

古德罗说，瓜伊多“始终没有履行
合同”，在资金不足情况下，他招募大
约 60 名雇佣兵，包括两名他当年的战
友；这两人曾和他一起在伊拉克和阿富
汗执行美军任务。

古德罗服役期间三次获得美军铜星
勋章，他在佛州创办的那家企业名义上

提供安全服务。
马杜罗发表最新讲话后，古德罗

向路透社记者证实，贝里和登曼参与 4
日行动，“是我的人”。“我试图联
系（派去委内瑞拉的雇佣兵），没人
回我电话。”

委内瑞拉总检察长塔雷克·萨阿布
当天告诉媒体记者，瓜伊多与古德罗签
有 2 . 12 亿美元合同，欲以“抢夺和窃取
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收入”支付。

萨阿布在社交媒体上传一张照
片，说照片是瓜伊多与古德罗签署的
合同。这张照片由一名驻美国佛州的
委内瑞拉记者拍摄。

瓜伊多当天声称与古德罗“没有
任何关系”。他去年 1 月自封“临时
总统”，获美国承认和支持。美国制
裁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冻结这家企业
在美国子公司的资产。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情报部门近日发布报告同意
科学界的广泛共识——— 新冠病毒非人
造；法国专家最新研究也表明，法国
本土疫情的病毒分支由一种在本地传
播的来源未知的病毒毒株引发。这些
科学结论对试图以“可能的病毒源
头”为由嫁祸中国的白宫政客们予以
当头棒喝。

近来，白宫政客以所谓“可能的
理论”推动调查病毒是否出自中国武
汉的实验室。如果把“可能的理论”

用在美国身上，那么可调查追踪的疑
点就太多了。

首先，新冠病毒到底何时出现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仅仅
解剖了三具遗体，就把美国疾控中心
此前确认的首例死亡病例时间提前了
近一个月。这直接引发了另一个疑
问：那些早在去年 12 月甚至更早就
在美国各地出现的流感症状到底是源
自流感还是新冠病毒感染？《旧金山
纪事报》举例称， 12 月 5 日，家住
蒙特利县的沃格特表现出咽痛、盗
汗、发烧、呼吸困难等严重症状，但

她的流感和链球菌测试却呈阴性。

其次，“可能的理论”还让人想
起去年 7 月初就在威斯康辛州暴发的
电子烟肺炎。美疾控中心报告迄今已
有 2807 人感染这种神秘肺炎，死亡
68 例。高烧、干咳、呼吸困难、全
身无力——— 医生对病人的描述与新冠
肺炎症状几无差别，且致病原因未
知。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2 月份新
冠病毒开始流行后，疾控中心就停止
了对电子烟肺炎相关数据的统计。网
友的留言也很说明问题：电子烟有
20 多年历史了，为什么现在才集中
导致肺炎？如果中国一直把新冠肺炎
称作“神秘肺炎”的话，是不是我们
到现在也发现不了新冠病毒？

再次，“可能的理论”还可以套
用在与野生动物接触频次上。根据全
球科学家高度一致的研究成果，新冠
病毒的宿主是蝙蝠，中间宿主是野生
动物。据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
公开数据，每年发放狩猎证 1560 万
张，猎物包括鹿、火鸡、野猪、野
羊、熊和各种飞禽等，每个狩猎季多

种猎物的数量都以数百万计。然而，
美国政客连中国的海鲜活禽市场含义
还没弄清楚的时候，就以所谓“湿
货”市场的概念要求中国关闭“野生
动物”市场。他们应该回过头来，检
视一下国内的狩猎行为是否“可能”

把病毒传染给了人。

最后，美国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
新冠病毒？又有多少人死于这一病
毒？美国甚至没有一个官方的统计数
据。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美方当前公
布的确诊数和死亡数远远低于实际数
字。比如疫情期间纽约市每天有 200
多人死于家中，是平时的十倍，其中
死于新冠肺炎者并未被统计。

美部分政客一直抱怨中国拒绝让
美国派人去调查病毒源头，可美国何
曾邀请他国或者世卫组织来调查与病
毒有关的这些“可能”源头？近日美
国传染病专家福奇被白宫阻止去美国
众议院作证，有批评者称白宫正试图
让福奇保持沉默。那么他们想要隐瞒
什么？

美国当政者必须认识到，随着越

来越多的数据和事实浮出水面，坚持
错误做法只会使形势愈加对己不利。

世卫组织近日强调，1 月 30 日宣布新
冠肺炎为全球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时，
中国境外只有 82 例确诊，且无死亡病
例。中国付出巨大代价为世界争取的
这段缓冲时间里，美国在做什么？其领
导人在说：“我们国家控制得很好”“新
冠病毒对美国人的风险仍很低”“病毒
会自己消失的”。美国当政者是时候向
国民讲清楚，两个月的时间去哪儿了？

美国确诊病例已逾 118 万，死亡
病例超 6 . 8 万，早已是重大灾难级
别，而华盛顿政客们竟然把这称作
“巨大成功”。如此操作引起美国国
内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如不及时改
弦更张，后续民意发展将难以预料。

要想挽回局面，美国执政者必须
把注意力放在国内，采取有力措施控
制住疫情。若有余力，不妨向国民说
清楚为什么两个多月时间窗口被白白
浪费，或是列一个“清单”，把积压
起来的一本本糊涂账说清楚。

（新华社纽约 5 月 4 日电）

□刘秀玲

美国华盛顿大学 4 日发布最新研
究报告，预测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累计死
亡人数到 8 月初将超过 13 万，几乎是
4 月中旬预测人数的两倍，相当于现有
死亡人数的两倍。

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同一天援
引政府内部数据报道，政府预期到 5
月底，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将有大约
20 万，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将达 3000
例。

【死亡人数翻番】

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 4
日在报告中说：“根据我们更新的模型
和已知最新数据，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
例到 8 月预期为 134475 例。”

这家研究所说，相比 4 月中旬所
做预测，新预测将新因素考虑在内，包
括截至本月 11 日 31 个州将采取放松

保持社交距离举措，以及今后人员流动
增加。

研究所 4 月中旬的预测显示，美
国新冠死亡病例截至 8 月初可能略超 6
万，前提是保持限制人员社交活动等防
控措施。

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新冠数据模型
为白宫所用，这一机构认为，人员接触
增加将促进新冠病毒传播，进而推高死
亡病例数。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
示，截至 4 日，美国累计确诊超过 117
万例，死亡病例超过 6 .8 万例。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 日说，
希望死亡人数不要超过 10 万，他上周
提及可能 6 万至 7 万人死亡， 3 日又
说“我们可能会失去 75800 至 10 万
人”。

【单日新增数倍】

《纽约时报》 4 日援引美国联邦
紧急措施署所绘图表报道，这一机构预

期，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5 月底将
有大约 20 万，相比现在单日新增大约
2 .5 万数倍增加。

这家媒体报道，这份政府内部报告
同时预期，美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 5
月底将增至 3000 例。路透社汇总数据
显示，美国现在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为大
约 2000 例。

美国《华盛顿邮报》同样以一张政
府文件内部图表为消息源，报道政府预
期新冠感染人数和死亡病例将在 5 月
14 日前后开始激增，单日新增确诊到
6 月 1 日将达到 20 万例，单日死亡大
约 3000 例。

《华盛顿邮报》以约翰斯·霍普金
斯-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一
名教授为消息源报道，新预测数据纳入
广泛可能性和数据模型。美国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看过这一结果。这名教授参
与预测项目，不愿公开姓名。

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否认上述报
道援引的文件出自白宫，说“它也没有
提交给应对新冠病毒特别小组或者通过

跨部门审查”。

【各州逐步复工】

美国多个州逐步放宽防疫限制，推
动复工复产。

佛罗里达州 4 日起逐步重启经
济，零售商和餐馆将重新开放；学校、
电影院、酒吧、健身房等将继续关闭。

俄亥俄州允许建筑业和制造业 4
日起复工复产，允许办公室职员返岗。

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州长安德
鲁·科莫 4 日发布放松防疫限制计划概
要。他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提出分四
阶段回归常态。

科莫说，第一阶段将允许建筑
业、制造业和批发业复工复产；第二
阶段将允许保险业、零售业、行政辅
助类业务以及房地产业复工；第三阶
段将允许餐饮和酒店住宿业复工；最
后阶段将重新开放艺术和娱乐设施，
学校复课。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日内瓦 5 月 4 日电（记
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4 日说，国际社会在欧盟主办的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认捐大会上承诺提
供 74 亿欧元资金，用于推动新冠疫
苗研发、生产以及公平分配等。

谭德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不久前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
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共同发起“全球
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
肺炎防控新工具”的倡议，这一倡议
在此次国际认捐大会上得到广泛支
持，这是全球团结的表现。

谭德塞说，各国在大会上不仅承
诺提供财政支持，而且承诺确保所有
人都能在新冠疫情中获得挽救生命的
工具；不仅承诺加快产品研发，同时

也承诺实现人人得享。他表示，成功
与否的标准不仅在于能够以多快的速
度开发安全有效的工具，还取决于如
何公平地分配它们。“在我们所有人
都获得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
的。”

在谈到即将到来的“世界手卫生
日”时，谭德塞表示，在新冠疫苗面
世前，最好也是最基本的抗疫手段之
一就是清洁双手。一个简单的洗手动
作就可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但全世
界仍有数百万人无法实践这种最基本
的预防措施。

谭德塞宣布，世卫组织将在本周
启动最新的新冠疫情“战略准备和应
对计划”，并更新世卫组织所需的资
源。

新华社日内瓦 5 月 4 日电（记
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4 日表
示，对新冠病毒来源开展调查对防止
疫情再次发生有重要意义，相关调查
需要“以科学为中心”，而非出于政
治目的。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
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在当天的例
行记者会上说，要了解新冠病毒，重
要的是要了解病毒的动物来源。从目
前已获取的大量病毒基因序列来看，
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而且最初来自
蝙蝠。现在我们还需要了解病毒的中
间宿主，即被蝙蝠携带的病毒感染并
传染给人类的动物。从公共卫生角度
来说，了解中间宿主非常重要，这样
才能防止疫情再次发生。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

迈克尔·瑞安在记者会上也表示，尽
管遏制新冠疫情是当下最紧迫的任
务，对新冠病毒来源的相关调查同样
重要。世卫组织愿意接收所有可能指
向病毒来源的信息，并基于所得信息
做出分析和判断。但对病毒来源的调
查需要“以科学为中心”，让科学家
主导。

此前有美国官员称新冠病毒来源
于实验室。瑞安表示，世卫组织没有
收到美国政府提供的任何有关新冠病
毒起源的数据或证据。

瑞安对中国科学家在新冠疫情中
体现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精神表示赞
许。他表示希望这种以科学为本的精
神得以延续，因为只有基于科学的调
查，才有助于查明新冠病毒的来源和
动物宿主，造福全人类。

委内瑞拉俘获美国雇佣兵 美老兵自认策划人

美国必须把“自己的事”说清楚
□新华社记者

研究预测美新冠死亡人数 8 月翻倍

世卫组织强调

推动新冠疫苗研发和公平分配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

来源调查需“以科学为中心”

新华社加拉加斯 5 月 4 日电
（记者徐烨 王瑛）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 4 日在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
上感谢中国和俄罗斯对委抗击新冠
疫情的支持，并强调反对将疫情政
治化。

在不结盟运动轮值主席国阿塞拜
疆总统阿利耶夫的倡议下，该组织 4
日召开主题为“团结一致抗击新冠疫
情”的视频特别首脑会议， 40 多个
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参加会议。

马杜罗在会上发言时特别感谢
中国和俄罗斯在委遭受美国严厉经
济封锁期间对委抗击疫情的支持，

并表示目前委国内疫情控制已初见
成效。

他说，截至目前，委国内已经进
行了 48 万次新冠病毒检测。“若我
们没有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人道主义
援助，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杜罗还对世界卫生组织和泛美
卫生组织对委内瑞拉的帮助表示感
谢，重申委政府对世卫组织的支持，
并严厉谴责某些政客将疫情政治化并
攻击世卫组织的行为。

不结盟运动成立于 1961 年，目
前有 120 个成员国，在国际社会具
有广泛代表性。中国于 1992 年 9 月
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

委内瑞拉总统感谢中国抗疫援助

 5 月 4 日，“天一号”将重约 3200
吨的钢梁架设到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的指定
桥墩上。当日，中国建造的万吨级中心架梁
起重船“天一号”将重约 3200 吨的钢梁架
设到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的指定桥墩上。随
着第 29 跨钢梁的架设完成，中国中铁大桥
局帕德玛大桥项目部已经完成钢梁架设总任
务量的 70% 以上。帕德玛大桥的建成将结
束孟加拉国南部 21 个区与首都达卡之间居
民摆渡往来的历史。 新华社发

中企完成

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

第 29 跨钢梁架设工作 五角大楼：

美军逾 7400 人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4 日电（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五角大楼 4 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国防
部总共报告了 7434 例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其中海军感染情况最为严重。

据美国《军事时报》网站 4 日
报道，美军第二大军种海军中，逾
2000 名官兵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其中半数以上来自“西奥多·罗斯
福”号航空母舰和“基德”号驱逐
舰。此外，美国陆军报告病例为
1032 例，海军陆战队报告 428 例，
空军报告 388 例，国民警卫队报告
884 例。美军感染率为每百万人中
2339 人，低于每百万人中 3432 人

的美国全国感染率。在过去一周里，
美军感染数字已趋于稳定。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4 日在智
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络研讨会上说，
美军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住院率和死亡
率 都 很 低 ， 分 别 为 2 % 和
0 . 0004% 。他表示，在疫苗问世
前，美军“将不得不在一段较长时间
里适应（疫情）新常态”。

据《军事时报》报道，美军将继
续扩大在现役官兵中的病毒检测规
模，最终目标是能够每天测试 6 万
名官兵。预计随着检测规模持续扩
大，美军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量将继
续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