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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5 日电
（记者 谭晶晶）美国国家卫生研
究院研究人员 15 日在美国《临
床传染病》杂志上报告，美国 5
个州在官方公布首例新冠确诊
病例之前已出现新冠感染病例，
这表明新冠病毒 2019 年 12 月就
已在美国出现。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一

份声明中称，这一研究结果也支
持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此前与此相同的研究发现。

美国疾控中心呼吸道病毒
免疫学团队首席研究员娜塔莉·
索恩伯格接受美媒采访时评价
说，这些研究前后一致，美国很
可能更早就出现了罕见的零星
病例。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
究人员对 2020 年 1 月 2 日至 3 月
18 日期间从全美 50 个州采集的
24079 个血液样本进行了新冠抗
体检测和分析。结果发现，有 9
个样本呈抗体阳性，其中 7 例来
自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威
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
西比州的阳性病例，时间早于这

5 个州公布的首例确诊病例时
间。

论文指出，检测为阳性的样
本中最早是 2020 年 1月 7日在伊
利诺伊州采集的样本。从感染新
冠病毒到抗体出现的中位时间为
14 天，这表明新冠病毒最早可能
在 2019 年 12 月 24日就已在伊利
诺伊州出现。

本次研究的主要作者、美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副教授克丽·阿尔特霍夫表
示，当时由于检测受限，公共卫
生部门可能未能发现新冠病毒
在已知地区之外也有传播。对
血液样本进行新冠抗体检测有
助于更好地了解美国疫情暴发
初期新冠病毒传播状况。

美国研究报告：

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已在美国出现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当地时间 15日中午，美国累计新
冠死亡病例已超过 60万例，累计
确诊病例超过3347万例。

印度变异新冠病毒
正在美国加速传播

美国权威流行病学专家表
示，随着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持
续上升，新冠发病率、死亡率等
核心疫情指标显著下降；但一种
最初由印度报告的高传染性变
异新冠病毒正在加速传播，如果
疫苗接种进度不够快，恐将在秋
季面临新风险。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4
日公布的疫情数据显示，目前全
美 7日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约
1.2 万例，与 1月 10日最高峰时期
日增超过 25 万例相比下降了约
95%；7 日平均日增死亡病例约
330例，与 1月中旬峰值时的超过
3500 例相比下降了约 90%；截至
6月12日的一周，7日平均日增住
院病例近 2000 例，与 1 月上旬峰
值时超过 16000 例相比下降了约
88%。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
病学教授张作风日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美国新冠
疫苗接种率持续升高，新冠发病

率和死亡率都显著下降。按照目
前接种进度，到7月 4日美国独立
日前，美国成年人接种比例可能
达到 67%至 68%，这对疫情防控
起到重要作用。

美疾控中心网站数据显示，
截至 14日，全美完成一剂新冠疫
苗接种的人数超过1.7 亿，约占美
国人口总数的52.5%；其中完成两
剂接种的人数超过1.4 亿，约占美
国人口总数的43.7%。

美国总统拜登设定的目标是
7 月 4 日独立日假期前让 70%的
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据美媒报道，美国最近疫苗
接种进度放缓，一些民众接种意
愿减弱，这一目标可能难以实
现。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
密西西比州、田纳西州、怀俄明州
等地目前一剂疫苗接种率不足
50%。

可能演变出更加危
险的变异病毒

最初由印度报告的变异新冠
病毒B.1.617 的一种亚型B.1.617.2
在美国快速传播。

专家担忧，该变异病毒将为
美国疫情防控带来新风险。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近日表示，
目前在美国已测序的新冠感染病
例中，由 B.1.617.2 变异病毒导致

的感染病例数超过6%；这种变异
病毒比美国最常见的变异新冠病
毒 B.1.1.7 传播性更强、导致重症
几率更高。

张作风说，尚未接种新冠疫
苗和只接种一剂疫苗的人群感染
B.1.617.2 变异病毒的风险都比较
高。它是否会取代B.1.1.7 成为美

国最常见变异病毒取决于疫苗接
种进度。如果疫苗接种进度不够
快，这种高危险性、高传播性的变
异病毒一旦发展为主导型病毒，
还可能演变出更加危险的变异病
毒。

他表示，目前控制变异病毒
入侵的最重要途径是要抓紧接种

新冠疫苗，同时要继续注意采取
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保持个人
卫生等防疫措施，因为疫苗不能
提供100%的保护效力，而且关于
疫苗提供的保护期有多长、是否
需要接种加强针等情况尚在研究
之中。

（新华社华盛顿6月15日）

6 月 14 日，行人从美国纽约一处墓地外为新冠死者设立的纪念装置旁走过。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超60万 专家担忧变异病毒带来新风险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 14 日在位于比利时布
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会议，这是美国总统拜
登上任后北约成员国领导人的首次会议。

分析人士认为，北约内部裂痕不会因美国
总统易人就自动愈合，此次峰会象征意义大于
实质意义，该军事组织痼疾也远未获得根治。

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曾一度拒绝明确
表态支持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他还指责盟国
拖欠会费，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法国总统马
克龙更是提出北约“脑死亡”的言论。美国与
北约盟国出现明显裂痕。

此次峰会上，拜登强调“美国回来了”，北
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大赞“跨大西洋家
庭”重聚。不过，如何修补内部裂痕、确保未
来不再出现信任危机，他们都未给出适当答
案。

当被媒体问及如何才能说服那些不信任
美国的盟国、让他们相信美国立场不会因为总
统易人而变化时，拜登答非所问。他说，自己
要用行动证明自己与前任不同，美国共和党领
导层已分裂，特朗普的政策并未得到最广泛支
持。

斯托尔滕贝格提出旨在改革北约现有机
制、使之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 2030 倡议。与
会领导人虽认可这一倡议，但未对倡议细节达
成共识。斯托尔滕贝格原计划要增加共同预
算，以支持北约军事行动，但遭法国、比利时
等国反对。

峰会还决定加强北约作为政治磋商平台
的作用。事实证明，在同属北约成员的土耳其
和希腊发生争端时，北约作为政治磋商平台发
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如果连内部矛盾都无法
摆平，北约何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此次北约峰会公报中还提及所谓中国议
题。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并未对北约国家构成
安全威胁，北约此举，是要为冷战后自身生存
寻找“合理性”，也是为美国遏制中国提供战
略支撑。

欧洲议会爱尔兰籍议员米克·华莱士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中国不是安全威胁。“美
国军舰开到了南海，而中国军舰并未开到墨西
哥湾，这是谁在威胁谁？”

马克龙表示，不应对中国抱有偏见。德国
总理默克尔强调，不应过分解读所谓“中国威
胁”。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
建看来，本次峰会的中国议题，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迎合拜登，但之后如何落实，各方还会继
续博弈。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15日电）

一场象征意义
大于实质意义的北约峰会

新华社记者 李骥志 任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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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资质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
评估，并经评估专家小组评审通过，该
宗地土地评估单价为 1322 元/㎡（折
合 88.13 万元/亩），土地评估总价为
943.2245万元。

该宗地在办理农用地转用及征收
手续时，占用农用地0.7135公顷（均为
旱地），根据我市近期异地补充耕地指
标价格标准，旱地开垦费用标准为 20
万 元/亩 ，则 该 宗 地 耕 地 开 垦 费 为
214.05万元。再根据《海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17 号）
的规定，三亚市耕地占用税适用标准
为 35 元/平方米，该宗地耕地占用税
为24.9725万元。

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耕地开
垦费、耕地占用税合计 1182.2470 万
元。因此，确定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
价为1183万元。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
指标（试行）》规定，鉴于海棠湾B1片
区控规 JZ-C-01 地块在省级六类产
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规划性质为供
应设施用地，拟用于建设能源供应设
施项目，不属于“十二个重点产业”项
目，因此该宗地不设出让控制指标。
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
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
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一）开发建设要求。
1.竞买人须在竞买初审前与三亚

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对
接，充分知晓该宗地《海南省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并向三亚
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具
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则将严格按照该宗地《海南省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规定
的要求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同时，竞
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后5个工作日内与三亚市现代服务业
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
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
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2.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要

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
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
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
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
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3.该宗地项目建设应采用装配式
建筑方式建造，装配率不得低于50%，
且需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具体
按照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求执
行）。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范围：凡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
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
买。根据片区产业规划发展的要求，
该宗地拟建设能源供应设施项目，竞
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具有能源类项目
的开发建设或运营管理经验。同时，
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严格按照规
划的相关要求进行开发建设。该宗地
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
园管理委员会初审。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

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
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
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
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
纠正的。

（二）保证金及付款方式：报名参
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
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
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
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根据 2021 年 2 月 17 日三亚市人
民政府对《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调整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竞买保证金缴交比例、土地出让金
缴纳额度及缴款时间等有关问题的请
示》的批示精神，该宗地竞买保证金为
人民币 710 万元整（即挂牌出让起始
价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
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
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出具初审文件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7月 13日。

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
《挂牌成交确认书》后，竞买人缴纳的
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
价款。竞得人应自《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缴
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逾期未付清土
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
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
的违约责任。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6
月 19 日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到三亚
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
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 号窗口（土地
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
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
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
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
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1年 7月 16日 16时 30分。

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将在 2021 年 7月 16日
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

宗地挂牌时间为：2021 年 7 月 9 日 9
时 00 分至 2021 年 7月 19 日 10 时 00
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
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

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
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

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
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
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

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
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
件的，不确定竞得人。

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
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
最高者为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
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
报价。

（七）成交价款含耕地占用税，其
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

（八）其他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
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
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

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 7 楼 7005 室─
─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6月16日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21〕20号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挂牌
出让海棠湾B1片区控规 JZ-C-01地
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事项的
批复》（三府函〔2021〕410 号），经市
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等要求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拟挂牌出让宗地位于海棠湾 B1

片 区 控 规 JZ-C-01 地 块 内 ，
CGCS2000 坐标系面积 7134.83 平方
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7131.57 平

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
块勘测定界图。该宗地规划用地性
质为供应设施用地，对应土地用途为
公用设施用地。

2021年 2月 25日，三亚市人民政
府 以《关 于 海 棠 湾 B1 片 区 控 规
JZ-C-01 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
件的证明》，证明控规 JZ-C-01 地块
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
完成。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已与
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
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
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

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市海棠
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
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
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
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
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
让的条件。经我局核查，该宗地不属
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
到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

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
见下表：

JZ-C-01 7134.83 供应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50 ≤0.52 ≤18 ≤52 ≥35 1322 943.2245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7134.837134.837134.837134.83 //// //// //// //// //// //// //// //// 943.2245943.2245943.2245943.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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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16日
证实，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和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在瑞士日内
瓦的“小范围会谈”持续将近两小时。

俄美元首会晤在日内瓦拉格朗
热别墅举行。小范围会谈期间，俄罗
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和美国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陪同两国元
首。会谈是闭门形式。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元首会
晤包括一场小范围会谈和两场扩大
会谈，中间安排茶歇。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告诉媒体
记者，预期会晤总计持续4至5小时。

拜登和普京开始小范围会谈前
短暂交流。普京感谢拜登提议会晤，
说“俄美关系积攒了许多问题……需
要最高级别的会晤”。拜登说，“面对
面会谈总会更好”，美俄双方将试着
确定可以合作和有共同利益的领域。

会晤前，俄美双方都调低对会谈

成果的预期。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
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说：“不确定会有
任何协议达成。”一名美国政府官员
说：“我们不期待会谈能产生一大批
成果。”

美俄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拜
登政府上台以来，美俄在军控领域实

现有限合作，但就乌克兰、网络安全、
人权、美方所谓干预选举等议题分
歧明显，对抗加剧。路透社16日报
道，从一些会晤安排可以看出双边
关系紧张迹象，比如会晤没有安排
正餐等。

杜鹃【新华社微特稿】

普京和拜登“小范围会谈”近两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