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17日本是美国两党总
统预选的第三个“超级星期
二”，但多州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推迟预选。在当日的 3个
州预选过后，总统特朗普锁定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民主
党方面，前副总统拜登在 3州
全胜，继续扩大对联邦参议员
桑德斯的领先优势。

截至目前，美国 50 州全
部出现疫情。分析人士指出，
疫情在全美迅速蔓延，不仅严
重冲击选举程序的推进，而且
也在重塑选举本身的面貌。

近几年，江北区洪塘街道对辖区内的“僵尸车”先后进行了多次整治，尚有 78 辆机动车无人认领，请当事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和机动车的合法证明到洪塘交警中队办理认领手续，逾期未认领的，将
依法进行报废处理（附车牌号或车架号）。
浙 B5QS59、浙 BD5A90、浙 B1GC07、浙 BQ3K76、浙 B2A805、浙 B1902P、浙 F186SY、浙 B92S66、浙 BXL102、
浙 BW898B、浙 BM7U50、皖 S55499、浙 BX592Q、浙 JXZ309、浙 B1X380、浙 BV663G、浙 BJ13K0、浙 B20V37、
浙 BN7Q76、浙 ANH030、浙 BG281F、浙 B1G092、皖 K3F369、浙 B72F79、浙 B9J220、浙 B086D6、浙 BP6Y70、
浙 B2U321、浙 B703GE、浙 B520H6、浙 B93396、浙 B0JV71、浙 DL5580、浙 B3UM39、浙 B32P75、浙 BV1V23、
浙 B4557M、浙 B0H968、浙 BWZ102、浙 B726LA、浙 B3M578、浙 B00C01、浙 B2F197、浙 B26092、浙 B77J02、
浙 B97Z81、浙 B95Z75、浙 BL2G12、浙 B37R25、浙 B33889、浙 B152MF
LS4BDC1R54A034173、LVVDB12A78D090152、LKHGF1AHL7AC38356、LFNA12121AJA15949、LFVBA31J943001319、
LSVFA49J422047207、LSJDB12A33D081143、LS5G3CAF64B058969、LNPAXGBD938567979、WAUZZZ44ZTA004499、
LS4BDB1D05A5071、LKH1AG07AK15051、LSGWK52U3XS105797、LZWACAGA991012040、LVVDB12A86D007065、
LVVDB11B56D250620、LSVAF0338822093394、LJVDAA22X70213307、LSVVM41T1A2536467、LVVDB22A96D058998、
LVCP2CBA3BB013055、 LS4BAB3D76G095609、 LVVDB12A6CD184225、 LKHN26H289C101234、
LS1D211A6C0444026、LVVDB12A05D065427、LDC723E2850187074

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办事处
2020年3月19日

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机动车的公告

关于浙江海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记载事项变更的公告
浙江海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因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记载事项变更，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浙江海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91330200557968043R
机构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269号（24-1）-（24-7）
成立日期：2010年7月8日
许可证有效日期：2020年3月13日至2022年9月27日
许可证流水号：33020655796804300

机构负责人：金国平
联系电话：0574-27696671
邮政编码：315100
业务范围：旅客平安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保险、船舶保险、机

动车辆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安装工程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家庭财产保险、企
业财产保险。

江北区荪湖南地段 CC13-01-13-1
地块项目 （湖栖云庐） 位于江北区洪塘
街道，东至规划五路，南至规划河道沿
河绿地，西至规划思路，北至彩云路，
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地理位置优，交通
便捷。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73067.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49408.27 平方
米。根据宁波市有关规定，该地块以公
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前期
物业管理，现将招标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招标单位：宁波市梁甬置业有限
公司

二、投标对象：有通过前期招投标获
得总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以上多业主
住宅项目管理业绩的物业服务企业。

三 、报 名 日 期 ：投 标 申 请 人 请 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上午 9:30-10:30，携以
下资料（复印件）到江北区物业管理办公

室报名（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书；2、营业执照；3、企业

概况和单体总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以
上多业主住宅项目管理业绩证明（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

（50 周岁及以下)简历、学历证书（本科及
以上）、信用证明（物业主管部门开具）等
证明材料；现担任前期物业管理阶段（交
付使用至业委会成立）项目经理且时间
不满二年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
经理；最近连续三个月（不含报名日当
月）的社保缴费证明（加盖缴费证明专用
章或社保机构单位章，缴款单位名称必
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若缴款单位名称
为投标人分支机构予以认可）5、法定代
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6、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
推荐书；7、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
单位向江北区物业管理办公室对公转账

投标保证金壹万元人民币。以上所有报
名材料加盖企业公章，原件备查。

四、注意事项：投标申请人在本市范
围内经营中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参与报
名：1、三个月内有不良行为记录的；2、投
标当年内被江北区物业主管部门通报批
评三次及以上的；3、一年内所管理的物
业项目年度综合考评有不合格的；4、一
年内，在招投标活动中有串标、陪标行为
的；5、二年内，不按规定程序退管物业项
目的。

若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超过五
家，在公证人员监督下由招标单位抽签
决定不多于五家物业服务企业参加竞标

（获招标人推荐的报名单位为当然投标
人单位）。

联系人：吴老师
联系地址：宁波江北区正大巷 8 号
联系电话：0574-87675530

江北区荪湖南地段CC13-01-13-1地块项目
（湖栖云庐）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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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新华社记者

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 17 日
召开视频峰会，同意采取对欧盟以
外人员入境实施旅行限制等多项措
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分析人士认为，欧盟的措施意在
团结内部，弥合先前各国互相设限留
下的裂痕，但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新闻事实】
当天会议决定，同意欧盟委员

会有关对欧盟以外人员进入欧盟国
家实施旅行限制的提议，初步期限
是 30 天；同时将确保药品、食品和
货物流通，确保欧盟公民能回国。

会议还决定，企业从欧盟出口
口罩等医疗物资到其他地区要事先
获得欧盟成员国政府批准。同时鼓
励有关新冠病毒的科学研究，共享

信息、开发疫苗，并将把疫苗提供
给所有人；对这一领域的欧盟企业
进行支持。

此前，面对快速蔓延的疫情，
欧洲各国更多的是根据本国情况出
台相应措施，其间引发不少纠纷。

瑞士曾紧急召见德国大使表示
抗议，敦促德国立即放行其截扣的
输往瑞士的物资。奥地利也要求德
国对属于奥地利的物资放行，并指
责德国的单边行动给其他国家带来
麻烦。

针对奥地利等国限制来自意大
利的人员入境一事，法国总统马克
龙 10 日也表示这是“坏的决定”，
并称这类措施将起到反作用。

【深度分析】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盟外

交官说，由于疫情已在欧盟内部暴
发，对欧盟以外人员实施旅行限制

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由于公共卫生管理主要由欧盟

各成员国政府负责，欧盟实际上在
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恐怕很有限。

而欧洲国家先前承诺的难民儿
童安置计划在最新的旅行限制政策
下何去何从也同样是个问题。本月
早些时候，德国、芬兰、法国、葡
萄牙、卢森堡分别同意从希腊接收
部分难民儿童。

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
署 17 日发布的数据，眼下在德国
境内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群体中已
有至少 10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是否继续接收难民，防疫又该
怎么办，旅行限制能否贯彻，这些
问题仍存不确定性。

【即时评论】
面对如此严重的公共卫生事

件，欧盟内部的政策协调能否发挥

预期作用，推动“抗疫一体化”，
还有待观察。

而对于中国公民来说，当前更
重要的还是按照中国外交部所提醒
的，充分评估出国旅行引发的感染
风险，暂勿前往意大利、西班牙、法
国、德国等疫情高风险国家。目前仍
在上述国家的中国公民则需要做好
自我防护，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免安
排国际旅行，谨防交叉感染。

【背景链接】
从 17日数据来看，意大利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526 例，累
计确诊31506例；西班牙新增确诊
1987例，累计确诊 11178例；法
国新增确诊 1097 例，累计确诊
7730例。

欧洲足联 17日宣布，原定于
2020 年举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将
推迟一年。

欧盟宣布“闭关”，这招抗疫有效么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7 日电
（记者邓仙来 孙丁） 美国共和党
全国委员会 17 日发表声明说，现
任总统特朗普已经锁定美国 2020
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提名。

特朗普当天毫无悬念地赢得在
佛罗里达和伊利诺伊两州举行的共
和党预选。由此，特朗普获得的共
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票数，已
超过提名所需的 1276 票，再次成
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已成定局。

在此前部分州进行的总统选举
共和党预选中，特朗普也均以压倒
性优势胜出。

党内预选是美国总统选举第一
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竞选人在这
一阶段争夺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据新华社华盛顿 3月 17日电
（记者邓仙来 孙丁） 在 17 日美国
三个州举行总统预选后，民主党总

统竞选人拜登继续扩大对其党内主
要竞争对手、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的
领先优势。

综合美媒报道的初步计票结
果，在当天举行预选的佛罗里达
州、伊利诺伊州和亚利桑那州，拜
登赢下全部三个州。在决定党内提
名的“承诺代表”席位方面，截至
记者发稿时，拜登和桑德斯已分别
获得 1147 席和 861 席。想要获得民
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须获得至少
1991 席。虽然联邦众议员加巴德
尚未宣布退选，但她在“承诺代
表”席位方面与上述二人差距巨
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
当天举行的俄亥俄州预选推迟至 6
月 2 日。此外，路易斯安那州、佐
治亚州、肯塔基州和马里兰州也已
宣布推迟预选。

特朗普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美民主党总统预选拜登继续领先

新华社莫斯科 3 月 17 日电
（记者吴刚） 俄罗斯总统网站 17 日
发布公告说，俄总统普京当天签署
总统令，决定于 4 月 22 日就宪法修
正案进行全民公投。

俄罗斯将在 4 月 22 日就“是否
按照该草案进行修宪”举行全民公
投。如果获得过半数投票者赞成，
据此修正的俄新宪法将在计票结果
公布日生效。

俄 现 行 宪 法 于 1993 年 通 过 。
今年 1 月 15 日，普京向俄议会两
院发表国情咨文时提议修宪。1 月

20 日，普京向俄国家杜马 （议会
下院） 提交宪法修正案草案。3 月
早些时候，俄国家杜马、俄联邦
委员会 （议会上院） 以及俄所有
85 个 联 邦 主 体 表 决 通 过 这 份 草
案。普京 3 月 14 日签署宪法修正
案草案，俄宪法法院 3 月 16 日裁
定该草案符合现行宪法的有关规
定。

据俄媒体报道，该草案突出了
宪政制度和公民人权的重要性，主
要包括扩大国家杜马权力、增加公
民福利等内容。

普京签署修宪全民公投总统令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7 日电
（记者谭晶晶） 17 日发表 在 美 国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上的一项研
究显示，新冠病毒能够在气溶胶
中和物体表面稳定存活数小时至
数天。

这项研究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
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加
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普林斯
顿大学的科学家共同完成。

研究模拟了病毒从一位被感染
者身上经咳嗽或接触而传播到周围
物体表面的过程，科学家对病毒在
这些物体表面保持活性的时长进行
了分析观测。结果显示，新冠病毒
在气溶胶中可存活 3 小时，在金属
铜表面能存活 4 小时，在纸板上能
存活 24 小时，在塑料和不锈钢表
面能够存活长达 2 至 3 天。

国家卫生研究院在一份声明中
表示，研究结果为确定新冠病毒的
稳定性提供了核心信息。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专家比较了
此次新冠病毒与导致 2003 年非典
疫情的冠状病毒受环境影响的异
同。在两种病毒的稳定性研究中，
专家发现两者的表现相似，但尚未
找到为何新冠病毒的暴发更为严重
的确切原因。他们认为，已有证据
显示，新冠病毒感染者在自身无症
状或出现症状前已经开始传播病
毒 ， 从 而 使 新 冠 病 毒 的 防 控 比
SARS 冠状病毒更难。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新冠病
毒在气溶胶中和物体表面的稳定
性也使其传播环境更广，助长了
其在社区、医疗机构等范围内的
传播。

新研究表明

新冠病毒可在气溶胶中
和物体表面存活数小时至数天

据新华社华盛顿 3月 17日电
（记者刘品然） 美国国务院 17 日宣
布以“制造暴力和人道主义危机”
为由，制裁叙利亚国防部长阿里·
阿卜杜拉·阿尤布。

国务院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阿尤布要对叙北部的“暴力和人道
主义危机”负责，并表示他在美国
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阿尤布本人
已被禁止使用美国金融系统，且今
后与其进行交易的非美国人也将面

临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国务

院记者会上说，阿尤布自去年 12
月以来阻挠叙利亚北部停火，导致
约一百万难民流离失所。

蓬佩奥还说，美方认为俄罗
斯在叙北部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几
十名土耳其军人身亡，称美方将
继续考虑采取措施支持土耳其并
结束叙北部伊德利卜省和其他地区
的冲突。

美国制裁叙利亚国防部长

新华社华盛顿3月17日电
记者 徐剑梅 孙丁 邓仙来

新冠肺炎疫情对两党预选进程
造成强烈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方面：

首先，传统竞选活动纷纷因疫
情中断，竞选方式被迫调整。特朗
普和民主党主要竞选人均已取消竞
选集会和现场筹款活动。此前备受
关注的 3 月 15 日民主党总统预选公
开辩论——拜登与桑德斯的首场

“单挑”挪至电视台直播间，没有
现场观众。二人还分别取消了选举

夜集会，并尝试以电话会议或“虚
拟集会”等方式竞选。

其次，疫情加剧打乱了两党预
选节奏，关键摇摆州俄亥俄州等至
少 5 个州已宣布推迟预选时间。由
于美国疫情处于上升期，预计可能
有更多州推迟预选。这意味着拜登
和桑德斯的最终对决有可能拖延。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规定，各州预
选不能晚于 6 月 9 日。这一期限会
否因疫情而变尚不可知。

第三，疫情正在重塑竞选议
程。当下，疫情让其他大选话题几
乎“靠边站”。就在不少舆论批评
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的时候，
拜登和桑德斯适时抓住机会宣介各
自应对疫情的主张以及相关竞选政
策，以吸引选民。预计两党间竞选
正式开锣后，疫情相关话题仍会是
重中之重。若疫情在美国持续到 7
月或 8 月，那么势必给美国大选进
程、方式及结果带来更多影响。

第四，疫情改变了今年大选的
背景。如今，疫情在美国已引发严
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强烈的金融、
经济震荡。美股在 8 天内三度“熔
断”，消费服务业大幅停滞，特朗
普政府预测今年可能出现经济衰
退。大选之年发生公共卫生和经济

上的双重危机，考验竞选人的危机
应对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相对来
说对在任政府不利。而民主党竞选
人能否抓住机会展现应对危机的领
导力，也尤为重要。

美国大选目前面临的最大悬念
是：疫情会否成为特朗普竞选连任
的“致命因素”？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不少媒体
和民众批评特朗普政府对疫情准备
不足、应对不力。不过，至少在现
阶段，多家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
执政基础依然较为稳固。根据美国
全国广播公司和 《华尔街日报》 15
日公布的联合民调，特朗普在疫情
处理上的支持率为 45%，与总体支
持率相当。其中，81%的共和党选
民赞同特朗普对疫情的处理。

但分析人士指出，疫情给美国
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依然不利
于特朗普竞选连任。一旦疫情继续
蔓延，恐怕会加重对美国民众日常
生活的负面影响，民众心态可能发
生变化，而在任政府的疫情处理则
会成为大选中的一个“话柄”。此
外，如果疫情严重拖累美国经济，
特朗普看重的“经济牌”将受到打
击。专家认为，从历史上看，美国
总统连任的前景往往取决于选民对

经济的看法。
此间分析人士还指出，疫情恐

难帮助特朗普动员共和党票仓，但
会助推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热情。据
美媒报道，17 日在美国最大摇摆
州之一的佛罗里达州，冒着疫情参
与投票的选民数量超过了 2016 年
的水平。

对于民主党来说，“团结击败
特朗普”成为大多数民主党选民最
强烈的诉求。拜登相对于桑德斯的
突出优势，并非他作为党内温和
派、建制派资深元老的身份，而是
他面向独立选民、多元化民主党选
民展现出的广泛的团结能力。拜登
除了在非洲裔、城郊和中老年选民
中享有高人气，他对拉美裔选民的
吸引力也在上升。而 4 年前热诚追
随桑德斯的美国“千禧一代”选民
也有不少转向温和立场支持拜登。

2016 年大选以来，美国政治
更加分裂，党争不断极化，种族歧
视抬头，社会纷争不断。凡此种
种，给美国社会带来深刻伤痕，也
令很多美国人感到疲惫。民主党选
民的团结诉求，在日益严峻的疫情
中有增而无减，对特朗普继续依靠
基本盘竞选连任的前景，构成和疫
情同样重大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重塑美国大选

3 月 17 日，在拉脱维亚和
爱沙尼亚边境城市瓦尔卡，爱
沙尼亚边防人员检查过境人员
的出行证件。爱沙尼亚已经实
施了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扩
散，欧洲多国继续升级防疫措
施，限制民众外出，同时严格
管控边境，努力遏制疫情进一
步蔓延。 （新华社发）

欧洲多国
升级防疫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