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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美 国

《大西洋月刊》发起的追踪

全美疫情项目12月2日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当天全美新冠住院患者总

数达 100226 人，创疫情暴

发以来最高纪录。

数据显示，美国养老院

等长期护理机构的老年人群

体受疫情影响严重，长期护

理机构的确诊病例占全美累

计确诊病例数的6%，而死亡

病例却高达总数的近4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 2 日公布疫情数据显

示，全美1日报告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 178395 例，这是

美国连续第24天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超 10 万例；新

增死亡 2461 例，为 6 月 25

日以来的新高。截至1日，

美国 7 天平均日增确诊病

例约 16 万例，7 天平均日

增死亡病例约1500例。

美疾控中心网站2日还

更新了对新冠患者密切接

触者隔离时间的建议。根据

新建议，隔离期可以从此前

建议的14天缩短为7至10

天，如果隔离者在隔离期间

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在没经

过病毒检测情况下可在第

10天结束隔离；如果隔离者

在隔离期间没出现任何症

状且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

可在第7天结束隔离。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日晚，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1391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

超过27.3万例。（谭晶晶）

新华社消息 为遏制

新冠疫情，荷兰室内公共

场所强制戴口罩的法律12

月1日生效，违反者将面临

95 欧元（约合 753 元人民

币）罚款处罚。

法新社报道，这项法

律涉及的室内公共场所包

括商店、政府建筑的公共

区域、学校、博物馆。理发

师和驾驶汽车教练等近距

离接触顾客的从业者工作

时必须戴口罩。

违反这项法律的人如

果不满16岁，罚金为38欧

元（301元人民币）。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

10月要求13岁以上公民在

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但由

于法律起草及获议会批准

等程序，直到现在才生效。

荷兰卫生大臣胡戈·

德容赫 12 月 1 日说，“最

顺利的情况下”，荷兰明

年初将开始接种疫苗，但

这件事不能匆忙，要确保

安全。 （欧 飒）

新华社消息 新加坡

批 准 美 国 初 创 企 业 Eat

Just 公司在新加坡出售实

验室培养的鸡肉，成为全

球第一个批准出售实验室

培养肉的国家。

上述鸡肉由鸡细胞培

养而成。Eat Just 公司说，

根据新加坡食品局的规

定，公司的“人造鸡肉”产

品可用作鸡米花原料。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12 月 2 日援引 Eat

Just首席执行官乔希·蒂特

里克的话报道，“人造鸡肉”

将首先登上新加坡一家饭

店的餐桌，计划进入新加坡

更多餐饮和零售实体。

蒂特里克说：“我们已

经吃了成百上千年的肉，

总是需要宰杀动物才能吃

肉，直到现在。”Eat Just公

司说，“人造鸡肉”在生物

反应器中培养而成，含有

高蛋白和丰富矿物质，将

冠以“Good Meat”品牌。

蒂特里克说，Eat Just

公司在新加坡和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都有制造中心，

但仅在新加坡获准销售。

他希望能把“人造肉”销售

至美国和西欧，包括“人造

牛肉”。

业内人士说，新加坡

政府大力支持这一行业。

新加坡政府将划拨超过 1

亿美元用于支持食品研究

项目，涉及都市农业、“人

造肉”和微生物蛋白质等。

新加坡计划到2030年能自

给自足超过 30%的食品需

求。 （卜晓明）

新华社消息 日本一

所邮局一名官员在将近一

年时间内贪污十多万张邮

票并倒卖，成为获利上亿

日元的“亿万富翁”，终被

逮捕。

日本西部大阪府警方

12 月 1 日说，大阪府堺市

一所邮局前总务部长川崎

泰 祐 在 职 期 间 ，涉 嫌 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

贪污13.3万枚面值1000日

元（约合63元人民币）的邮

票。

寄送大量邮件的客户

交纳邮费后，邮件可不贴

邮票，与邮费等值的所需

邮票由邮局保管，最终盖

章销毁。川崎利用这一制

度大肆贪污。

川崎现年 56 岁，贪污

的邮票面值总计1.33亿日

元（836万元人民币）。他分

17次将邮票卖给位于东京

都以北埼玉县的收购商，

获利将近1.22亿日元（767

万元人民币）。

日本税务部门今年 7

月在调查中发现川崎的不

法行为，他本月被开除。

《每日新闻》报道，东

京都发生过金额更大的同

类案件，两名邮局职员在

2018 年度贪污邮票，获利

5.4亿日元（3396万元人民

币）。 （惠晓霜）

日本一邮局官员贪污邮票成“亿万富翁”

新华社消息 法国救

援人员12月1日动用起重

机将一名肥胖症患者从家

中移出，送往医院。

路透社报道，这名男

性患者现年 52 岁，人称阿

兰·P，生活在法国南部城

市佩皮尼昂市中心一座居

民楼内。他体重在250公斤

至300公斤之间，去年从家

中床上坠落后无法行动，

一直在地板上生活。

50多名救援人员参加

当天行动。他们先拆除阿

兰·P位于二层的住宅正面

墙壁，进入房间后在阿兰·P

身体下塞入充气垫子，抬

着充气垫子把他移进一个

集装箱。起重机吊起这个

集装箱，安全放到地面。阿

兰·P 随后被送往医院，预

计要住院几个月接受治疗

并减轻体重。

救援人员去年12月尝

试将阿兰·P 移出公寓，但

遭到他拒绝。他害怕因此

失去公寓。 （袁 原）

疫情之下迎高考
12 月 2 日，在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工作人员在设于某高中的高考考点进行消毒作

业。受新冠疫情影响，原定于今年11月19日举行的韩国大学修学能力考试（相当于中国

的“高考”）被推迟至12月3日举行。高考前夕，韩国各地考点进行消杀等准备工作，以确

保高考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新冠住院患者超10万人

荷兰戴口罩法律生效 违者罚款95欧元

新加坡批准出售实验室培养肉

肥胖男子靠起重机救援送往医院

根据宁夏顺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鑫银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置换协议》等相关协议。
宁夏顺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下列附表中所列的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及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和其他应收款依法转让给内蒙古鑫银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夏顺亿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告通知与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内蒙古鑫银硕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依法享有上述债权的全部权利。

宁夏顺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鑫银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宁夏顺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鑫银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宁夏顺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鑫银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花名表
基准日：2020年8月10日 单位：元

序号

1

客户名称

王福厚

合计

结欠本金

7,890,000.00

7,890,000.00

结欠利息

3,338,911.84

3,338,911.84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担保情况
担保人鄂尔多斯市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王娟王
婷抵押1.鄂尔多斯市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
于伊旗阿镇文明路南通格朗街西土地土地面积 17920.89平
米2.王娟名下位于康巴什区西纬六路北4号楼2号商业建筑
面积 191.57 平米3. 王娟位于康巴什区西纬六路北 7 号楼 3 层
301号住宅建筑面积167.13平米4.王婷名下位于康巴什区西
纬六路北3号楼1号商业建筑面积182.59平米

杭锦旗交管大队多措并举加强
冬季校园交通安全管控

为加强冬季校园交通安全管控，近日，杭锦旗交管大队在校园周边开展反复排查隐

患，及时完善设施；整治严重违法，净化道路交通秩序；狠抓落实，加强接送学生私家车管

理；宣传教育，倡导文明出行等措施；全力做好校园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坚决

杜绝涉及学生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努力为辖区师生营造一个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通讯员 李兴欣）

杭锦旗交管大队深入推进“百日会战”目标
从严冬季交通秩序整治工作

为深入推进冬季预防事故及“减量控大”、“百日会战”等工作目标，近日，杭锦旗交管

大队开展冬季从严交通秩序整治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专项行动，紧紧围绕防范重特大道路

交通事故这个中心，从严交通秩序整治，排查整治交通安全隐患，全面做好道路交通事故

预防工作，全力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通讯员 李兴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