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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劝美国人感恩节“别乱跑”

中海基金 2020 环保 助学公益行动在沪举行
11 月 18 日，“用爱守望、续航未来”中

海基金 2020 环保·助学公益行动在上海市闵

行区民办弘梅小学举行。

作为国内首家以外地来沪工作人员的子

女为主要捐助对象的基金公司，这也是中海

基金对弘梅小学的农民工子弟连续第十二年

的捐资助学活动。

启动仪式上，中海基金党总支书记、总经

理杨皓鹏回顾了多年来举办公益活动的初

衷、历程与感悟。他希望这群“流动的花朵”

把握正确的人生航向，用实际行动来迎接绚

丽多彩的未来。

OPPO携手爱的分贝 助听障儿童重获新“声”

张庙城管中队高效整治毁绿行为
近日，张庙城管中队在泗塘五村二居委

城管工作室办公时，有小区居民反映雨水管

道建设施工结束后，部分居民对绿化用地进

行了水泥硬化。中队现场核实后，协调居委、

物业、业委会、派出所、第三方管理公司等部

门召开协调会，在统一恢复绿化的前提下，明

确各自职责。

待一系列准备工作就绪后，施工人员着

手铲除水泥地，却遇部分居民情绪激动，阻挠

施工。为防止意外出现，张庙城管队员和居委

工作人员耐心做好安抚和宣教解释工作，推

动清理和绿化补种工作顺利进行。看着绿地

恢复如初，居委、物业、周边居民对张庙城管

中队高效执法连声点赞。

张庙城管中队以解决市民诉求和难题顽

症为执法工作的着力点、突破口，加大力度，

直击要害，举一反三，努力让城市更有温度，

让市民更有幸福感。

“雀巢健康儿童计划校园行”三地同启
11 月 19 日，雀巢中国携手全球儿童安

全组织（中国）在沪正式启动“雀巢健康儿

童计划校园行“，持续助力提升中国儿童健

康。位于上海的线下启动仪式由上海市静安

区教育局和上海市静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共同主办，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作为项目技术指

导单位出席活动。于此同时，天津和成都两地

参与本项目的学校，组织老师和学生们通过

网络连线共同参与了项目启动仪式。

“雀巢健康儿童计划校园行”项目提出

了“强健、快乐、安全”的理念，即促进学生拥

有健康的体魄、快乐的心身、呵护自然和安全

的意识与行为习惯，成为一个健康的、积极向

上的、有安全自护能力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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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推出

全新 “竹

韵”配色，这是 OPPO 与北京爱的分贝公益

基金会合作的定制款。全新配色已于 11月 5

日开售。这是OPPO与北京爱的分贝公益基

金会首次展开合作。OPPO 计划向爱的分贝

捐赠善款，首批将资助 10 名听障儿童更换人

工耳蜗体外机，帮助他们更清晰地听到声音，

更准确地理解和表达。

此次捐献活动是OPPO与北京爱的分贝

公益基金会合作的第一期，将助力听障儿童

再获新“声”，走向更丰富多彩的有声世界，

感受到世界的温暖和善意。OPPO称，未来将

持续在听力健康方向上支持公益事业。

海 洋（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打

算明年停止给大约 370 万公共部

门雇员涨工资，以缓解政府因新冠

疫情遭遇的财政窘境。

《泰晤士报》20日报道，受新政

策影响的雇员包括军人、警察、教师

和公务员。英国财政研究所估算，限

薪方案可为政府节省34亿英镑（约

合296.6亿元人民币）。按照苏纳克

的设想，“冻结”工资只是暂时举措。

政策适用范围有“例外”：供职

于公立医疗系统“国民保健制度”

的医护人员等雇员对抗击疫情作出

突出贡献，可免遭限薪。

苏纳克认为，在私营领域雇员

面临大幅减薪甚至失业时，公共部

门工资停止增长才公平。《泰晤士

报》报道，过去 10 年，英国公私领

域薪资水平逐步接近，公共部门薪

资相对较高。前首相特雷莎·梅和现

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推动公共部

门逐步加薪。去年，英国政府给 540

万雇员发放薪资 2030 亿英镑

（1.77 万亿元人民币）。

英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罗伯

特·科尔维尔认为，冻结公共部门薪

资“有必要，是对财政负责的表

现”。疫情对各部门经济冲击不均，

公共部门相对少受影响。“抛开医

护人员不谈，没什么理由在私营企

业削减工资的时候给公共部门大涨

工资。有必要控制公共开支，减少疫

情可能触发的结构性赤字。”

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冻结工

资意味着公共部门雇员薪资水平实

际下降。《卫报》报道，一些工会组织

呼吁政府三思，因为不止医卫人员，

英国公共领域多个关键行业工人都

在努力抗击疫情。英国工会大会总书

记弗朗西丝·奥格雷迪誓言争取“恰

当加薪”，“不能让工薪阶层承受危

机负担”。英国和谐工会总书记戴

夫·普伦蒂斯说，限薪恐打击工人士

气，而眼下“全国都指望他们”抗疫。

英国财政部预算责任司 25 日

将发表分析报告，预估英国今年经

济可能萎缩近 11%。报告将指出，

英国政府今年可能需举债超过

4000 亿英镑 （3.49 万亿元人民

币）应对经济冲击。政府迄今已为

抗疫支出逾 2100 亿英镑（1.83 万

亿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9 日呼吁美国人在感恩节期间

待在家中、不要出行，以防感染

新冠病毒。

美国疾控中心当天在公告

中说，美国境内过去 7 天报告新

增超过 100 万例新冠确诊病例，

“全美新冠病例继续快速增加之

际，庆祝感恩节最安全的方式是

与和你同住的人在家中过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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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疾控中心官员亨利·沃

克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说，“这

不是要求，是强烈建议”，“我们

对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数增加速

度越来越快感到震惊”。

今年美国感恩节是 11 月 26

日。往年，许多美国人趁感恩节

外出度假。

美国疾控中心 19 日数据显

示，美国境内18日报告新增确诊

病例16万余例，过去7天平均单

日死亡病例超过1200例。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汇总数据显

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日晚，美

国新冠死亡病例超过25.2万例。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叙利亚政府 19 日强烈谴责美

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当天到访戈

兰高地，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谴

责这一挑衅行为。

蓬佩奥当天还到访耶路撒冷以

北一处犹太人定居点，受到巴勒斯

坦方面谴责。

美联社报道，在以色列外交部

长加比·阿什克纳齐、曾经参与第三

次中东战争的将军阿维格多·卡哈

拉尼陪同下，蓬佩奥 19日到访戈兰

高地，并且声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

的一部分，是以色列的中心地区”。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

狭长地带，水资源丰富，获称“中东

水塔”。以色列在 1967 年第三次中

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拒绝

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那是

以色列领土。

叙利亚官方媒体援引叙政府人

士的话报道，“（蓬佩奥）此行挑

衅，公然侵犯我们的主权”。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

政府 2019 年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

地拥有主权，受到叙利亚政府谴责。

蓬佩奥 19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

写道，他在耶路撒冷以北犹太人定

居点普萨戈特附近一处酒庄吃午

餐。美联社报道，蓬佩奥是首名到访

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美国高

级别外交官。

蓬佩奥当天宣布，在约旦河西

岸犹太人定居点生产、出口到美国

的产品将贴上 “以色列制造”或

“以色列产品”标签。

以往美国高级别外交官访问以

色列时避免前往犹太人定居点。蓬

佩奥此行破例，受到巴勒斯坦方面

谴责。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

斯的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谴

责蓬佩奥和美国政府“积极参与”

侵占巴勒斯坦领土。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高级别成员

瓦西勒·阿布·优素福说，蓬佩奥宣称

的产品贴以色列标签“再次明确”特

朗普政府支持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

的占领，巴方“完全不接受”。

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

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

区，随后在那里兴建犹太人定居点。

特朗普政府一改美方对巴以和

平进程的立场，试图以“中东和平新

计划”代替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两

国方案”，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把美国

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

路撒冷，不再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

岸兴建犹太人定居点违反国际法。

依据美方公开的以色列和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关系正常化协议，以

色列同意中止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

计划。但以色列政府强调，长期而

言，扩土方案依然在以方考虑范围

之内。

连访争议地点

蓬佩奥中东行
屡屡挨批

疫情致财政吃紧

英国公共部门要限薪

11月 19 ?，美国加州洛杉矶县居民排队领取为迎接感恩节免费发放的食品和个人防护用品。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