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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21日 9时，
在云浮市云安区白石镇火烧
岭路段拾到一名男弃婴，主要
特征：约7个月，弃婴用一纸
箱装着，内有衣服、奶粉和一
个红包等物件，并有纸条写明
此弃婴是2019年11月12日
出生的。请孩子的亲生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曾卫红联系，联系
电话0766－8638922 ，联系地址:云安区福利院
（民政局）。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
依法安置。

云浮市云安区民政局
2020年9月14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云浮市利宽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5303MA52PH3427）,经法人
会议决议作出终止经营并进行注销
的决定。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我单位申报债
权债务，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
利。法定代表人：陈家宽。联系电
话：13826811766。

特此公告。
云浮市利宽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4日

注销公告 本人李佳文，身份证号
码：442830196209166734，因
不慎，遗失 2017年 11月 5日
购买万汇商住小区 09座 502
房首期购房款收据一份，收
据号码：19831303，金额：
369134元，现声明作废。

挂失人：李佳文
2020年9月14日

遗失声明

本单位因不慎，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一份，社会信用代
码：52445381598908514F，许可证
编号：JY34453810012313，法定代
表人：邓美嫦。现声明作废。

挂失单位：罗定市罗城街道
蓝精灵幼儿园食堂

2020年9月14日

遗失声明

本单位因不慎，遗失国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445322096808871，法定代表
人：刘容燕。现声明作废。

挂失单位：郁南县宝珠镇
大用种植专业合作社

2020年9月14日

遗失声明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疫
情重创人类社会的当下，“一带一路”
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盘活地区经济
循环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渠道，注入重
要动力。经过多年建设，“一带一路”
正从设想一步步变为现实，给世界提
供了新的国际合作范式，也给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福祉。

当前，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中
国方案的重要意义更为凸显，中国理
念的世界回响更加清晰。

互联互通 开放包容

目前中国已经同 138个国家和
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共同开展了超过
2000个合作项目；中国与沿线国家
货物贸易累计总额超过了7.8万亿美
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了
1100亿美元。

“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离不开中国领导人亲自推动。在博鳌
亚洲论坛上、日内瓦万国宫内、乌兹别
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全会厅里、纽
约联合国总部讲台上……习近平主席
在多个场合介绍“一带一路”倡议的
深刻内涵和广阔外延。

伴随地区互联互通持续扩大，中
国用实际行动展示开放包容的理念
和与各国共同发展的决心。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多边
经贸合作提供强劲动力，两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结出累累硕
果，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释放互
利合作积极信号，敞开大门的中国笑
迎各方来宾，邀请更多国际伙伴分享
发展红利、深化全面合作。

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
说，“一带一路”倡议充满远见，为推
动世界和平与繁荣带来重要机遇。

如今，欧亚经济联盟、《东盟互联
互通总体规划 2025》、欧洲投资计
划、蒙古国“发展之路”、老挝“变陆锁
国为陆联国”、英国“英格兰北方经济
中心”、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泰
国“泰国 4.0”等，同“一带一路”建设
实现政策或规划对接，“一带一路”建
设顶层设计着眼未来、步履稳健。

从蒙内铁路到雅万高铁，从中巴
经济走廊到中蒙俄经济走廊，从希腊
比雷埃夫斯港到斯里兰卡科伦坡港
口城，从中俄原油管道及其复线投入
使用到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走出北极
圈……“一带一路”版图不断扩大，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基本格局已经
成型，昔日驼铃声声的丝路古道上，
贸易畅通加速，资金往来便利，产能
合作不断升级。

在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查尔斯·奥努纳伊朱看来，“一带一
路”倡议着力构建连通全球的陆、海、
空联动基建网络，将“地球村”的概念
具象化。

蓬勃生机 合作共赢

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世界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带一路”倡议始
终保持蓬勃生机，行稳致远，动力来
自哪里？

——动力来自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各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
往。

“我亲眼看到一个个桥墩拔地而
起，一条条隧道穿山而过，中老铁路
雄姿初显。等建成通车后，我们就可
以直接坐火车去首都万象，还可以坐
火车去中国，这真的太棒了！”这是家
住中老边境磨丁的老挝青年维赛眼
中的“一带一路”。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一带
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
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
困。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
学院中国经济与政治学系主任安里·
沙拉波夫说，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进一步
形成并扩展利益交融、合作共赢的新
格局。

——动力来自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各国对合作应对挑战的迫切需
求。

今年年初以来，在多个区域因新
冠疫情大范围断航的情况下，中欧班
列交出亮眼成绩单。7月中欧班列
累计开行1232列，同比增长68%，连

续5个月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
截至 7月底，中欧班列今年累

计运送防疫物资 497 万件、3.9 万
吨，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物流“生
命线”、更成为“健康丝绸之路”的
主干道。

与中欧班列一同逆势而上的，还
有“一带一路”沿线的建设项目。疫情
期间，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关键架梁
通道100米跨连续梁合龙、中老铁路
曼迈一号隧道贯通、中巴经济走廊能
源项目稳定保障当地能源供应……

在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铁路连
接线项目、在印尼万隆三期高速公
路项目、在卡塔尔世界杯主体育场
项目……中国建设者一手抓建设，
一手抓抗疫，不仅在疫情蔓延的严
峻形势下确保工期，更着力为当地
抗疫普及知识、提供物资。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
“健康丝绸之路”有利于加强伙伴关
系以遏制新冠疫情、改善基础设施并
帮助人们获得急需的卫生服务，以及
巩固因疫情而承压的卫生系统。

——动力来自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各国对绿色创新发展的不懈追
求。

在瓜拉尼人世代生活的亚马孙
雨林区，今年 2月，一座中企承建的
新桥——玻利维亚埃尔埃斯皮诺公
路帕拉佩蒂大桥正式通车。对于瓜
拉尼人来说，在享受现代化交通的同
时，保护好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雨林
自然环境十分重要，而中国企业的施
工方式彻底打消了他们的疑虑。

“尊重我们的环境和祖先，就是
尊重瓜拉尼文明。”瓜拉尼部落领袖
欧亨尼奥·比蒂加伊说。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建设
者秉持的绿色生态理念受到当地合
作伙伴的认同和支持，建设“绿色丝
绸之路”更成为落实联合国 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路径。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绿色
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到“数字
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健康丝
绸之路”……7年间，“一带一路”倡
议经历了量的增长、质的升级，内涵
不断深化，外延更加扩展，呼应了各
国对全方位、宽领域、创新性、持续性

拓展合作的需求。
意大利洛伦佐·梅迪奇国际关系

研究所专家法比奥·马西莫·帕伦蒂
认为，包容性发展、共享科学创新和
社会发展红利，让“一带一路”倡议真
正成为国际共识。

面向未来 命运与共

作为备受关注的国际合作新平
台，共建“一带一路”跨越地域阻隔，
不以发展程度论高下，不以经济体量
为标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
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增添共同发
展新动力。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
越多国家支持和认同。目前共建“一
带一路”已写入二十国集团、亚太经
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组
织有关文件。2017年3月，联合国安
理会一致通过第 2344号决议，呼吁
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
区域经济合作。

作为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
品，“一带一路”着眼于人类长远未
来，希望通过共同发展补齐短板、改
善失衡，提高全球治理成效，应对人
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在利益共
生、责任共担、发展共赢中追求世界
和平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

美国《福布斯》杂志刊文说，共建
“一带一路”将不同国家长期联系在
一起。这种极难割断的关系，就是命
运共同体的内涵所在。

当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人类经历
艰难时刻，人们听到中国的郑重承
诺：“我们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
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
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
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
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通过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
成。“一带一路”顺应时代潮流，凝聚
国际共识，将继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注入澎湃动力。
（参与记者 裴剑容 吴昊 蔡国栋

刘曲 李洁 章建华）

同筑共赢之路 共迎美好明天
——共建“一带一路”全景扫描

新华社记者 赵嫣

柬埔寨专家学者近日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高度赞扬中国政府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理念和做
法。他们表示，面对新冠疫情，柬埔
寨和中国坚定站在一起，互相支持，
积极采取严格措施抗击疫情，彰显了
柬中之间真挚的友谊和两国政府保
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坚定承诺。

柬埔寨人权委员会发言人金马
林说，中国政府在抗疫过程中把人民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最重要
的位置，柬埔寨对这种理念和做法非
常赞同。柬埔寨也积极践行这一理
念，不遗余力挽救生命。

金马林指出，生命权、健康权和
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在抗击新
冠疫情过程中，柬中均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控制疫情蔓延，向本国公民提供
治疗，不仅重视人民生命，还努力减
轻患者经济负担。

金马林高度称赞中国对国际抗
疫作出的贡献。他说，中国不仅向其
他国家派遣医疗专家、提供医疗物
资，还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
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率先惠
及发展中国家。

亚洲愿景研究院院长强万纳里
表示，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是政府义
不容辞的责任。在抗击新冠疫情的
斗争中，柬埔寨和中国在信息共享、
经济发展、促进多边合作等领域互相
支持，紧密合作。柬埔寨、中国和东
盟未来合作需要聚焦后疫情时代推
动复苏，重建更强劲、更包容、更有韧
性的社会经济体系。

贝尔泰国际大学资深教授约瑟
夫·马修斯说，柬埔寨和中国都取得了
抗击新冠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在这个
过程中，中国和柬埔寨、东盟的合作令
人瞩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虽然也受
到疫情冲击，但仍不断向包括柬埔寨在
内的邻国提供帮助，援助医疗物资、分
享防控诊疗经验、提供金融支持，帮助
最不发达国家减轻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马修斯说，中国一直有危难之时
对朋友、伙伴和邻居伸出援手的传
统，这是中国的一贯政策。“一带一
路”倡议和澜湄合作已给区域发展带
来巨大红利，相信在后疫情时代，充
分发挥二者潜力，将助推区域发展合
作继续加快步伐，中国将成为区域经
济金融复苏的推动力量。

“生命至上”是疫情防控最重要的经验
——柬埔寨专家高度评价中国抗疫实践

新华社记者 毛鹏飞

商场内的防疫知识“讲解员”
9月12日，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家商场内，孩子们观看一台智能机器人讲解防范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知识。
近日，德国法兰克福市的一家商场在固定区域内启用一台智能机器人，向过往市民讲解防范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知识，提醒人们安全防疫。

（新华社记者 逯阳 摄）

无惧疫情 中欧班列逆势增长
4月25日，货运员与发货方代表在厦门海沧站办理中欧班列货物进站交接手

续。当日，中欧班列X8098次货物列车从福建厦门海沧站出发，开往德国汉堡。
今年年初以来，在多个区域因新冠疫情大范围断航的情况下，中欧班列

交出亮眼成绩单。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47列、发送
货物11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62%、66%，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稳定全球
供应链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中欧班列成为后疫情时代中欧经贸往来日益
密切的缩影。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新华社开罗9月12日电综合新
华社驻中东地区记者报道 中东地区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部分国家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数仍保持高位，以色列即
将采取“封城”措施。

以色列累计确诊病例突破 15
万，全国“封城”在即。据以色列媒体
报道，以色列将从18日早6时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措施，持续两

周，学校将于 16日关闭。以卫生部
12日晚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该国
新增确诊病例 4158 例，累计确诊
152722例，累计死亡 1103例，治愈
113496例。

埃及卫生部 12日晚宣布，埃及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48例，累计确诊
100856例，累计死亡5627例，累计治
愈 83261例。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

强9日在一场线上记者会中表示，中
方支持中埃两国开展疫苗合作，这将
成为两国抗疫合作的亮点。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和预防
部 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当天
对95287人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其
中确诊 1007例，单日新增病例数首
次破千，累计确诊78849例。

12日晚，土耳其卫生部官网显

示，过去24小时内对98326人进行了
新冠病毒检测，其中 1509人检测结
果呈阳性。至此，土耳其累计确诊
289635例。新增 48例死亡病例，累
计死亡 6999 例，累计治愈 257731
例。土耳其北部宗古尔达克省宣布，
民众需居家隔离，不遵守规定者将被
强制集中隔离。

其他一些国家12日更新的累计
确诊病例数为：伊朗 3999401例、沙
特阿拉伯 325050例、伊拉克 286778
例、卡塔尔 121523例、科威特 94211
例。（执笔记者 吴丹妮；参与记者
王峰 郑思远 陈文仙 苏小坡 陈霖
涂一帆 张淼 杨元勇 王薇）

中东地区疫情依然严峻

以色列“封城”在即

新华社伦敦9月12日电（记者
张家伟）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 12
日宣布，该公司已恢复与英国牛津大
学合作研发的一款新冠疫苗在英国
的临床试验。

据美国斯塔特网站8日报道，一
名英国受试者在接种这款名为
AZD1222的疫苗后，出现“疑似严重
不良反应”，导致临床试验暂停。阿
斯利康公司当时在一份邮件声明中
表示，因有受试者出现“可能无法解
释的疾病”，公司已主动暂停疫苗接
种并启动审查程序，该做法属于“常
规操作”。

阿斯利康公司12日发布新闻公
报说，该公司6日即暂停了其在全球
多地开展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以便
由独立委员会审查相关安全性数
据。如今审查程序已完成，疫苗安全
性获得了独立委员会和英国药品与
保健品管理局的认可。公司将继续
与其他国家卫生监管机构合作，以尽

快确定何时恢复在这些国家的疫苗
临床试验。

阿斯利康公司和牛津大学12日
表示，为保护受试者隐私，不会公开
有关患病受试者的更多信息。据牛
津大学介绍，全球已有 1.8万人在临
床试验中接种了这款疫苗，而在这样
的大型试验中，一些受试者出现不适
在预料之中，研究人员会仔细分析每
例病例，以确保疫苗安全性。

阿斯利康公司官网 8月 31日发
布的信息显示，AZD1222疫苗已在
美国启动 3期临床试验，在英国、巴
西和南非也已进入后期临床试验阶
段，按原计划还将在日本和俄罗斯启
动临床试验，预计这些试验总计会在
全球招募5万名受试者。

虽然疫苗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欧盟、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墨西哥等
多地有关部门和企业已宣布与阿斯
利康公司达成协议，以在临床试验成
功后获得该疫苗或其生产许可。

阿斯利康恢复其新冠疫苗临床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