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华盛顿6月10日电（记
者谭晶晶）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
研究所所长、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
组重要成员安东尼·福奇10日表示，
美国政府将资助开展三种新冠病毒
候选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

福奇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
示，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mRNA-
1273疫苗将于7月率先开始三期临床
试验；英国阿斯特拉-捷利康公司和牛
津大学共同研发的疫苗将于8月开始
三期临床试验；美国强生公司的新冠
疫苗将在9月开始三期临床试验。

福奇表示，疫苗的临床试验计划
与他此前预计的时间表同步，新冠疫

苗的大规模应用要等到今年年底或
明年年初。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
三项临床试验每项都将在50多个地
点进行，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将有3万
人参与这些试验。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
校传染病系主任罗伯特·斯库利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一期和
二期临床试验对候选疫苗的安全性、
其诱导的免疫反应进行评估后，效果
显著的疫苗将进入规模较大的三期
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需要的样
本量更大，主要是评估疫苗在降低感
染率等方面的有效性。

美国将推进三种
新冠候选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

6月10日，一名女子在美国纽约一处新冠检测点接受检测。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国际时评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1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新冠病
毒确诊感染人数已超200万，死亡超
11.2万，两项统计均占全球总量四分
之一多。作为全球医疗水平最先进
的国家，其感染和死亡人数冠绝全
球，足以证明政府的应对不及格。对
内，政治压倒科学，选票胜过生命；对
外，甩锅推责，转移视线，终酿成今日
恶果。

美国疫情仍在蔓延，令人担忧
的是，警察暴力执法引发的抗议浪
潮和经济衰退带来重启经济的压
力，使得人们对疫情本身的关注度
下降，电视上游行示威的画面全天
滚动，偶尔涉及疫情也都与各州重
启经济有关，不但官方例行疫情发
布会消失，频频露面的医学专家也
处于隐身状态……

与此同时，世卫组织发出警告：
全球新冠疫情正在迅速恶化，6月以
来几乎每天新增确诊病例数都超10
万，7日报告的13.6万例甚至创下疫
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在美国，虽
然纽约、新泽西等疫情中心已开始
好转，但全美形势依然严峻，每日新
增确诊数量在两万上下，抗议游行
正加大病毒传播风险，带来的不确
定性令人担忧。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游
行尚无结束迹象。从电视画面可以
看到，游行队伍拥挤且很多人不戴
口罩，警察使用的催泪弹和辣椒喷
雾会使人剧烈咳嗽。专家警告说，
喊口号、咳嗽、打喷嚏等将使病毒很
容易在密集人群中传播，潜伏期过
后可能迎来一波因示威游行而导致
的病毒暴发。最新报告显示，首都
华盛顿参与控制局势的国民警卫队
已有队员确诊感染。

重启经济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
因素。居家隔离使经济、社会几乎处
于停顿状态，众多工薪阶层的生活难
以为继，全美就业压力可想而知。据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最新报告，美
国经济自2月份已陷入衰退，结束了
长达128个月的扩张周期。这让联邦
和各州政府有了重启经济的巨大冲
动，而过早重启经济则必然使病毒重
新活跃，导致疫情再次暴发。

实际上，这种担忧在一些联邦州
已成为现实。最先重启经济的得克
萨斯州新冠肺炎入院治疗人数连创
新高，最先开放海滩的佛罗里达州
也迎来又一轮确诊病例暴发。亚利
桑那州自5月15日结束居家隔离令
以来，确诊病例增长了 110%，不得
不重启医院应急计划以应对暴增的
治疗人数。自经济重启以来，确诊
病例连续增长的联邦州一直高位保
持在20个以上。

此外，适逢美国大选年，总统竞选
集会或成为另一个潜在的病毒传播隐
患。共和党竞选团队宣布未来两周内
将重启已暂停三个月的竞选集会，如果
防护不到位，这种动辄成千上万人聚集
的活动将为病毒传播提供绝佳的土壤。

华盛顿大学最新预测模型显
示，到今年8月，美国死于新冠肺炎
的人数将突破 14.5 万人。美国《大
西洋月刊》刊文指出，无论是从重启
经济，还是抗议游行的角度看，美国
从上至下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抗疫
情。联想到不断增长的死亡人数，
这种判断让人不寒而栗。

美国哈佛大学全球健康学院院
长阿希什·杰哈近日表示，现在必须
改弦更张才能拯救更多生命，“但搞
不明白为什么联邦政府不把疫情防
控措施放在优先位置”。

从最初的轻描淡写，到发现苗
头不对“甩锅”推责，再到为了重启
经济试图“加工”疫情数据……过去
三个月美国的抗疫“失焦”太多太
久，过多公共资源被浪费于无休止
的政治操弄，不但对控制疫情毫无
裨益，反倒使美国形象严重受损。
实践证明，所谓群体免疫，或者指望
夏天高温控制疫情，都已成为不切
实际的幻想，集全社会之力做好监
测、隔离、追踪、防护等行之有效的
措施，才是走出疫情泥淖的正途。

（新华社纽约6月11日电）

美国确诊超200万例
抗疫“失焦”酿恶果

世界新闻 2020年6月12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林永成 美编：陈海冰A13 综合

■■■■■ ■■■■■ ■■■■■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20年度
废旧PS版处置项目中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印刷厂2020年度废旧PS版处置

项目（HNRBYSC-2020-1）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

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中

标结果是：

吴川市鼎盛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期：2020年6月10日至2020年6月12日，如

对中标人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公

开采购委员会署名投诉。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孔小姐 0898-66810307。

公告
海口市教育产业配套建设道路一期工程已完工，正在办

理结算业务。目前，海口市水务集团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

92830部队通信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军区通信处、中国

人民解放军91367部队通信处、海口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海口速通电力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尚未提供结算资

料，请以上单位于2020年6月24日前提交相关结算资料至我

司，逾期不报将不再受理，即按现有资料办理结算。

特此公告

（联系人：田超；联系电话：17733162544）

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2日

关于召开海南海景湾大酒店有限
公司2020年度第一次股东会的通知
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驻海口办事处、海南海阳租赁公司：

兹定于2020年6月29日在本公司召开我司股东会，现将
有关情况通知如下：一、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二、会议时
间：2020年6月29日上午10点。三、会议地点：本公司会议
室（海口市滨海大道海景湾大厦附楼一楼）。四、会议投票表
决形式：现场方式。五、会议审议事项：《关于公司营业期限变
更的股东会决议》，拟将我司营业期限2020年4月7日变更
为：长期。六、如无到场开会或无书面说明的股东视为同意。
联系人:朱女士 联系电话：0898-66751891。

海南海景湾大酒店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1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K591+928至K594+950段
拓宽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绕城段进行拓宽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
行车安全，现需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20年6月13日至2020年12月2日。
二、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公路K591+928至K594+950段右

幅(澄迈往海口方向)。
三、管制方式：管制期间，对G98环岛高速公路海口绕城K591+

928至K594+950段右幅(澄迈往海口方向)采取封闭应急车道和部分
第三行车道的管制措施，第一行车道和第二行车道正常通行。请途
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
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0年6月9日

本公告有效期为20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为20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相关人员联系。本公司地址：海口市
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
举报电话：0898-68623068。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angzimin@cinda.com.cn。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
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以上资产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
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下列资产

进行处置，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
资金实力或良好信誉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序号

1

资产名称

海口市人民政府驻
广州办事处抵债协
议项下权益及债权

资产种类

抵债协议项下
权益及债权

债权金额

截 至 2020 年 5
月31日，债权总
额4149.04万元

所在地

广州市

资产基本情况

抵债资产为房产，位于广州市光复北路
558号（原名广州椰城大厦），房产建筑
面积896.79m2，无房产证、无土地证。

联系人

陈女士
施先生

联系电话

089868664235
089868668205

邮箱

chenhuiqian@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资产清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7月15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

净价公开拍卖：海口市海甸三西路16号市政花园A、B、C座综合楼
二层201-1号商业房产（海南大学南门对面）；建筑面积：418.3m2；
产权证号：HK171935。参考价：485.32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
元。特别说明：竞买人拟购买上述房产，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
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产权变更过户买卖双方所产
生的一切税费及拖欠的物管、水电、燃气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展示
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7月14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
7月14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汇入我司账户（以款到
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200612期）

关于终止合作的函
万宁万喆置业有限公司:

鉴于贵公司与我方签订的《万宁滨海新城项目合作建房合同
书》及《补充协议》中提及的位于万宁市万城镇纵二北路东侧、望
海大道北侧(万宁市城北控规B13-2号地块)约28438平方米土
地，属于万宁市万城镇东星村委会第三经济社、第四经济社、第五
经济社集体土地，而万宁市万城镇东星村委会第五经济社至今尚
未同意与贵公司合作开发上述土地，更未与贵公司签订上述《万
宁滨海新城项目合作建房合同书》，并且，上述《万宁滨海新城项
目合作建房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已经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故为维护广大村民的合法权益，我方特函告如下:
终止贵公司与我方就上述土地的合作，《万宁滨海新城项目合作
建房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不予履行。

万宁市万城镇东星村委会第三经济社
万宁市万城镇东星村委会第四经济社

2020年6月11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0）-1
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锦山镇罗
豆居委会地段

面 积

29324.59平方米
（折合43.987亩）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4；建筑密度：≤20%；
建筑限高：≤20米；绿地率：≥40%；

土地用途

其他商服用地
（康体用地）

挂牌出让起始价

2111.376万元

竞买保证金

1266.8256万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
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
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20年
6月15日至2020年7月10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
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10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
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20年7月10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7月2日8时00分至2020年7月13
日10时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厅进行（2020年7月13日10时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
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签
订《成交确认书》后20个工作日内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
60%的首付款，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二）本次出让宗地属其他商服
项目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
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1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
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
以及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
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

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
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收回土地和
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安置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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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
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
无异议。（四）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
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
其他商服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300万元/亩，不设定年
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
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
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
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
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
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注
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六）竞得土地后，
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
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七）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
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
发区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人：周先生 杨先生许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303602 68582500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lr.hainan.gov.cn/
http://zw.hainan.gov.cn/ggzy/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12日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20〕19号

我司开发建设的“奥林匹克广场项目”，项目涉及三宗土地：12-
25-130、12-25-111 以及 12-25-110。由于项目所在控规B-008
地块包含宗地 12-25-130、12-25-111 以及 12-25-110住宅部分，
B-016地块为宗地12-25-110商业部分，为便于后期业主顺利办理
不动产登记手续，现将12-25-110宗地商业部分按照地块控规独立
分宗，将12-25-110宗地住宅部分与宗地12-25-130,12-25-111
进行合宗。

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相关要求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5个工作日（2020年6月11日至
2020年7月1日）。

意见反馈方式：书面意见请邮寄到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508号
（远洋公馆B座301),联系电话：38833111,邮政编码：572000。

三亚优居房产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0日

关于奥林匹克广场项目土地
分宗、合宗登记的告知公示

受委托，定于2020年6月26日11：00在本司拍卖以下标的：东
方市感恩河感城大桥至G98高速公路桥段疏浚工程副产品卵砾石
（含废料）约16万吨。参考价：22.5元/吨 ，竞买保证金：20万元。展示
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 2020年6月25日16：00止。特别说明：1、拍卖
标的为感恩河疏浚工程的副产品，主要以卵砾石为主，含杂物较多，以
现场实物现状为准。目前尚未疏浚完工，交付期限为一年，按月交付，
交付日期暂定每月5日，买受人需支付预付款再依据实际过磅数量进
行结算，并且在10天内搬运清库，结算日期暂定为运输完成双方对账
签字后5个工作日内，拟拍卖实物总量为预估总量，最终交付数量以
实际过磅总量为准；2、拍卖成交后，委托方交付时只负责装车，运输
及其他问题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解决。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6月25
日16: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及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二单元15层15B房
电话：0898-68570891 18976211911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为输变电工程专业公司，现因业务拓展需要，诚聘
技术总监1名：底薪2万元，奖金另议。要求具有15年以上的
电力行业管理经验，精通变电站、线路及用户工程的设计施
工，熟悉企业管理及工程现场管理，善于沟通，熟悉本地供电
部门相关政策规定及验收送电流程,有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
格证书。

联系人：刘先生189 7698 5998
袁女士 139 7668 3223

公司电话：0898-68537988
公司邮箱：hainanmaidi@vip.163.com

海南迈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HAINAN MAIDI ENERGY TECHNOLOGYCO.,LTD.

诚 聘 英 才

新华社纽约6月10日电 美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0日发布的
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
计确诊病例超过200万例。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
间 10 日 23 时 33 分（北京时间 11
日 11 时 33 分），美国累计确诊病
例 2000464 例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112924 例。
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累

计确诊病例 380156 例，累计死亡
病 例 30542 例 。 确 诊 病 例 超 过

10 万例的州还包括新泽西州、加
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马萨
诸塞州。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一些地

方逐步放松防疫限制措施、又出现大
规模反种族歧视抗议等背景下，得克
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十余个州疫
情近日出现恶化。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超200万例
朝批美干涉朝鲜半岛事务

据新华社平壤6月11日电（记者洪可润 江亚
平）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11日严厉批评美国
干涉朝鲜半岛事务，称朝韩关系完全是朝鲜民族的
内部事务，任何人都无权对此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日发表一份简短声明
说，美国始终支持朝韩关系进展，美方对朝鲜近来
的行为感到失望，敦促朝方回到外交与合作轨道。

据朝中社此前报道，为抗议韩国纵容“脱北
者”从韩国往朝鲜方向散发反朝传单以及韩国对
此事的处理方式，朝方于5日表示将关闭位于开
城工业园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并于9日宣布将
切断朝韩之间的一切通讯联络线。

朴槿惠亲信崔顺实
“干政”获刑18年

韩国最高法院11日对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崔
顺实“干政”案作出终审判决，崔顺实腐败、“干政”
等多项罪名成立，被处18年监禁，另处罚款200
亿韩元，追缴63亿韩元。

最高法院支持首尔高等法院今年2月作出的
判决，持续三年多的崔顺实“干政”案司法审理过
程至此正式结束。

现年64岁的崔顺实2016年11月被捕。检
方指控她利用自己与时任总统朴槿惠的密友关
系，伙同政府官员向三星集团等50家韩国企业索
取总额774亿韩元（4.6亿元人民币）的贿金以充
实她控制的两家基金会，为家人牟取私利，并在没
有任何公职在身的情况下获取政府机密文件、对
朴槿惠政治决策施加不当影响。这一丑闻最终导
致朴槿惠2017年初受弹劾下台、随后获罪入狱。

沈敏（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政府10日宣布，将针对除英国以及欧盟
和申根区之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警告
延长至8月31日。图为一名旅客站在德国慕尼
黑机场显示值机信息的屏幕前。 新华社/法新

德国延长对16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旅行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