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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于2020年4月10日上午9:00-11:00(延时除外)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举行拍卖

会。
一、拍卖标的:位于余姚市城区丰悦路359号的商铺等7个标的(新舜宇集团对面)，最低起拍价7200元/平方米，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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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拍卖方式：有保留价的网络增价拍卖，不到保留价不成交。
三、展示时间、地点:2020年4月3、4日于标的现场。
四、报名须知：1.报名者须于2020年4月9日16:00前将保证

金汇入指定账户（名称：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宁波银行
余姚支行，账号：61010122000388788，到账为准）。2.自然人携
身份证原件，单位携营业执照、公章、法人身份证，汇款凭证等资料
于2020年4月9日16:30前到前到余姚市南雷路270号（四明广
场）办理竞买手续，并注册网拍账号。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余姚市南雷路270号
联系电话：62700610 13905844069
详情请登录：http://www.nbpai.com.cn

高薪聘请
项目经理：50岁以内，高中以上学历，

性别、户籍不限。实际从事物业管理工作
三年以上，待遇优厚，发展空间大。

联系方式：兰江街道田屋路1号—振兴
物业，卢经理—62795877

“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
为大流行。”北京时间12日0时30
分许，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的最新判断迅速传遍了世界。

这是一组令人忧心的数字：过
去两周，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数增长了13倍，受影响国家和
地区数增加了两倍。

尽管中国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态势，但全球疫情警报
依旧作响：全球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11.8万例，欧盟27国无一免“疫”，
意大利确诊病例突破1万，伊朗达
到9000，韩国接近8000，美国多个
州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病，团结合
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全球战“疫”
实践深刻昭示，唯有同心携手，才
能驱逐疫魔，唯有命运与共，才能
共克时艰。

全球同战 刻不容缓

意大利全国范围实施“封
城”；法国、西班牙确诊病例突破
两千；伊朗启动国家动员计划……
世卫组织报告显示，截至北京时间
11日17时，中国以外有113个国
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37371例，
死亡1130例。

“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冠状病毒
引发的大流行，”谭德塞说，“我们
已响亮而清楚地敲响了警钟。”

防控行动，刻不容缓。多国多
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
取消今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德
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宣布延期；美
国推迟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特别峰
会；日本东京马拉松由原计划3.8
万人的规模锐减为200多人的“精
英赛”……

人们生活因“疫”而变。口罩
等防护物资在全球范围总体短缺，
原材料价格上涨；22个国家宣布

全国停课，约3.72亿青少年受到
影响；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
超市出现消毒剂、生活用品、食品
抢购潮……

受疫情快速蔓延、国际油价重
挫等消息影响，美国和欧洲主要股
市剧烈波动。美股9日开盘暴跌，
跌幅超7%，触发熔断机制，11日
再次大幅下跌。

不少外国媒体开始以更加客观
的笔调，谈论中国抗疫经验。美联
社发表题为《随着病毒传播，其他
国家可向中国学习》的文章，认为

“迅速采取行动，至关重要”。
波黑前总理兹拉特科·拉古姆

季亚说，中国是全球保卫人类的第
一道防线。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再
一次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应急能
力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风雨同舟 激浊扬清

全球疫情四起，谣言、歧视和
恐慌情绪也在涌动，成为另一种无
形病毒。密切沟通、理性良知和科
学应对，是中国和其他各国在抗疫

“第二战场”冲锋杀毒的武器。
沟通与分享，在抗击着谣言这

种“信息病毒”。
奥地利多瑙河克雷姆斯大学教

授格特莱纳牵头组建快速响应团
队，分析和整理有关研究与报道，
为世卫组织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世卫组织和意大利政府均与社
交媒体展开合作，及时推送消息，
遏制疫情假新闻。

在中国，多个媒体平台推出了
形式各异的“谣言粉碎机”项目。
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穆罕默
德-班迪说，中国政府对疫情信息
的发布及时而透明，有助于国际社
会合力防控疫情。

理性与良知，在抗击着歧视这
种“政治病毒”。

来自多国的16位国际卫生法
学家在《柳叶刀》撰文说，基于恐
惧、谣传、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
应对措施，无法将人们从新冠疫情
这类突发事件中拯救出来。俄罗斯
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
斯基说，由意识形态偏见和双重标
准引起的“政治病毒”比新冠病毒
危害更大。

科学与互助，在抗击着恐慌这
种“心理病毒”。

疫情之初，中国科研人员迅速
完成病毒基因组测序并分享给全世
界。美国一个科研团队据此绘制出
新冠病毒一个关键蛋白分子的3D
结构，并将这一结构的原子坐标数
据发送给全球多家实验室。“科研
接力”不断在全球上演。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
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说，中
国与其他国家分享新冠肺炎防控经
验，对在全球控制疫情非常重要。

携手同行 命运与共

世卫组织宣布疫情从特征上可
称为大流行，是“呼唤全球行动的
号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声明中写道。

疫情面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到，人类生存原来如此相互依赖，
彼此命运如此息息相关。对于中国
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世界
有了更强烈感触和更深刻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考验的，不仅
是我们应对传染病的卫生保健系统
和机制，还有我们合力应对共同挑
战的能力。”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格兰迪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
切莱特11日在联合署名文章中写
道。

在全球抗疫战场，合作的旗帜
高高飘扬。世卫组织全力协调国际
抗疫行动和科研合作；中国与东盟
在老挝举行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
外长会；西非经济共同体15个成
员国召开特别会议……以命运共同
体意识应对全球性挑战，成为越来
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选择。

携手前行，共渡难关，展现人

类智慧，凸显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同10多
个国家领导人通话，向世界传递携手
战“疫”的决心和信心。从向韩国、
日本、伊拉克等国捐赠急需医疗物
资，到与100多个国家、10多个国
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
案等多份技术文件，中国与世界双向
互动，相互支持，诠释着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真谛。

“病毒无国界，各国民众、医务
人员和科研人员面对疫情所展现出的
团结与协作，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已深入人心。”法国巴黎第八大
学教授皮埃尔·皮卡尔说。

现实正不断印证，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文明之光，必将穿透战争、
疫病、贫困的阴霾，为人类照亮光辉
灿烂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题图：3月10日，在意大利首都
罗马，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从斗兽场旁
走过。意大利 10 日起进入全国“封
城”状态。 新华社发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 11 日说，新冠肺炎疫情已
具备全球大流行特征。这一宣
布表明疫情严重程度的提升，
意味着抗疫难度的升级，符合
人们对当前全球疫情发展趋势
的总体判断。各国亟需对此警
示信号作出“紧急而积极的行
动”，遏制新冠病毒的全球传
播。

当前，全球114个国家和
地区的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
11.8 万例，疫情快速蔓延的同
时呈现“一降一升”两种分化趋
势：中国、新加坡等国的防控策
略取得成效，但过去两周中国
以外的确诊病例数增长了 13
倍，涉及国家和地区数增加了
两倍，全球防控形势异常严峻。

病毒来势汹汹，疫情防控
的全球共识正逐渐强化，但不
同国家政府却呈现出不同的心
态，有的面对现实，快速行
动，检测、隔离、救治、“封
城”、寻求国际合作，凡是有效
的办法，用之不问出处；有的却
迟疑不决，左右观望，惧股市动
荡，怕影响选举，在疫情紧逼、
民众压力之下被动应战，贻误
了遏制疫情蔓延的良机。

宣布“大流行”，谭德塞
这次使用了两个定语：“以前
从未见过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
行”和“以前也从未见过得到
控制的大流行”，意在传递两
重信息：一是未知病毒将带来
巨大未知风险，各国需保持高
度警惕；二是基于中国、新加坡
等国的防控经验，只要措施及
时得当，疫情完全可以遏制。

面对“大流行”，当务之急
是采取果断行动，各国打好疫
情防控的本土阻击战。受疫情
影响国家应强化必要的排查、
检测、治疗、隔离、追踪等措
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入，对
民众进行危机教育动员，构建
应对疫情的全民共识。其他国
家也应高度重视、未雨绸缪。

面对“大流行”，当务之
急是加强国际合作，构建抗击
疫情的全球统一战线。病毒无
国界，无人能独善其身。各国
应加强科研合作、分享信息和
经验、构建联防联控网络、援
助医疗条件薄弱国家，同时发
挥好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形
成阻断病毒蔓延的全球合力。

面对“大流行”，当务之急
是消除“门户之见”，以创新和
学习提升全球抗疫的效率。谭
德塞当天在推荐各国疫情防控
战略时，专门提到了“创新”和

“学习”。面对未知的病毒，唯
有创新才能找到有效的防控途
径，而学习的意义则在于各国
互通有无，彼此借鉴，以开放心
态增强人类整体“免疫力”。

中国疫情防控成效显著，
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其他国家
提供了有益借鉴，这一点被世
卫组织反复提及。但是，同样
采取“封城”措施，一些西方
媒体却对中国和意大利持双重
标准，究其根源依然是意识形
态偏见作祟。

病毒无情，人命关天。
“大流行”亟需全球应对的
“大行动”，同舟共济，携手加
入这场全球“战疫”，才是最
明智的选择。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应对全球“大流行”
需要“大行动”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1 日说，新冠肺炎疫情已具备

“大流行”特征，未来几周内预计
确诊病例数、死亡人数以及受影响
国家和地区数量还将进一步攀升。

“大流行”原是世卫组织对流
感的定级之一。世卫组织将流感分
为 6 级，其中最高的就是“大流
行”，其定义是某种流感病毒在疫
情发源地以外的至少一个国家发生
了社区层面的暴发，表明病毒正在
跨国蔓延。

目前，世卫组织已不再使用上
述6级分类评估流感等传染病。世
卫组织发言人亚沙雷维奇2月下旬
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世卫组织
已不使用这套老系统，但人们还是
常用“大流行”这个词来形容传染
病的全球性传播。可见，“大流
行”并非严格的定义而是一个模糊
的概念，具有操作上的弹性。

那为什么世卫组织还要宣布新
冠肺炎是第一个“大流行”级别的
冠状病毒传染病呢？谭德塞 11 日
说得很明白，主要基于两点担心：
一是疫情的传播和严重程度，二是
大“疫”当前却仍有国家防控力度
不够。

他说，过去两周中国以外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数增长了 13 倍，受
影响国家和地区数增加了2倍；目
前114个国家和地区的确诊病例累
计超过 11.8 万例，死亡病例达到
4292 例，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在医
院里为生存而战。未来几周预计
确诊病例数、死亡人数以及受影
响国家和地区数量还将进一步攀
升。

除疫情本身，更让世卫组织担
忧的还是目前仍有国家防控力度不
够。

谭德塞 10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中国近期新冠肺炎病
例数下降趋势明显，中国疫情局势
实现逆转，病毒正在退却。他一直
呼吁国际社会应充分利用中国争取
来的“机会窗口”，尽早遏制病毒
传播。

然而，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
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11 日 10
时（北京时间11日17时），中国以
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4596例，达到37371例；死亡病例
较前一日增加 258 例，达到 1130
例；而中国的确诊和死亡病例分别
较前一日增加31例和22例。

当疫情在中国呈明显下降趋势
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却并未

因此变得乐观。因此谭德塞近期也
一再强调，“机会窗口”正在关
闭，各国必须围绕预防感染、拯救
生命、减少影响，采取全政府、全
社会的战略。

虽然世卫组织用“大流行”这
样一个模糊概念来描述新冠肺炎疫
情，但并不意味着当前疫情已经失
控。恰恰相反，得益于包括中国在
内的一些国家已采取的严格措施，
世卫组织已多次表示，新冠肺炎将
是历史上第一个可以得到控制的

“大流行”。
谭德塞援引世卫组织数据说，

全球114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的11.8
万例病例中，有90%集中于4个国
家，其中中国和韩国疫情严重程度
已经显著下降。此外，有 81 个国
家和地区仍未报告任何病例，有
57个仅报告了10例或更少病例。

“所有国家仍然可以改变疫情
的进程，这句话（世卫组织）说得
再怎么大声、再怎么清晰、说多少
遍都不为过。”谭德塞说，“将新冠
肺炎疫情描述为‘大流行’不会改
变世卫组织对其威胁的评估，不会
改变世卫组织正在做的事情，也不
会改变各国应该做的事情。”

世卫组织再次敦促那些有少量

病例的国家加强排查、检测、治
疗、隔离、追踪并动员人民，以防
止出现聚集性感染甚至发展成社区
传播，而已出现社区传播或大范围
聚集性感染的国家同样可以扭转趋
势。

谭德塞表示，目前的挑战不在
于各国能否做到这些，而在于“有
多大意愿去这样做”。

“一些国家正与缺乏能力做斗
争；一些国家正因缺乏资源而苦苦
挣扎；还有一些国家则缺乏解决问
题的决心。”

他同时强调，虽然大家都在关
注“大流行”这个词，但它不能滥

用、误用，否则会导致不合理的恐
惧。“让我给你一些更重要、更可操
作的词：预防、准备、公共卫生、政
治领导，”谭德塞说，“最重要的是
——人。”

正如谭德塞此前所说，新冠病毒
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当前是行动的时
刻，“必须专注于共同的敌人，而不
是专注于我们的分歧”。除了严格的
防控措施，全球还需加强联防联控、
互助合作，包括科研、疫情监测、信
息共享、医疗援助等。“我们团结在
一起，冷静地做正确的事情，保护全
世界的公民，这是可行的。”

新华社日内瓦3月11日电

世卫组织为何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大流行”

抗击疫情抗击疫情
““全球观全球观””

3月5日，在法国巴黎北部一家大型连锁超市，摆放意面和大米的货架剩下零星商品。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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