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什拉夫·
加尼8日在社交
媒体发布声明，
为他所领导的
阿富汗政府突
然倒台而向阿
富汗人道歉，同
时强调有关他带
走国库数以百万
计美元现金的说
法不实。

加尼宣称，现在还不是说明他出走之前情形的时候，
“我将会在近期予以详述”。

他的不辞而别引发诸多盟友批评，同样令美国政府吃
惊。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8日接受阿富汗黎明新闻
网站采访时说，美方对加尼出走事先并不知情。

“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离开以后非常短的时间内，阿富
汗安全部队体系崩溃、政府垮台，”布林肯回忆，“加尼出逃
前一晚告诉我，他准备好战斗到死，但不到24小时，他就离
开了阿富汗。”

8月30日晚，一架美军运输机运载最后一批驻阿美
军飞离喀布尔机场，美国正式结束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
战争。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加尼在推特发表声明，承认他执政时没能带给
阿富汗稳定和富裕。“极其遗憾的是，与前几任总统
相似，我的篇章以这种悲剧方式结束……我向阿富
汗人道歉。”

他解释，之所以不辞而别，是因为安全团队告
知，如果他继续留在喀布尔，上世纪90年代的可
怕巷战场景将在这座首都重演。“离开喀布尔是
我这一生作出的最艰难决定，但我认为，那是避
免冲突，挽救这座城市及其600万居民性命的唯
一方式。”

加尼上述解释与他刚刚离开阿富汗时的说法基
本相同。

承认败笔

加尼8日就卷走国库巨款的传言自称清白。
加尼政府倒台后，阿富汗驻塔吉克斯坦

大使在塔首都杜尚别举行新闻发布会，指称
加尼从国库取走1.69亿美元。

加尼在推文中反驳，“腐败影响我们国家
数十年，反腐一直是我总统任期内的重点工
作”，他本人及妻子“对待个人财务一向小心
谨慎”。他还说，欢迎联合国或其他独立组织
就这一嫌疑展开审计调查。

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纳·迪雅里克说，联
合国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调查上述嫌
疑的请求。

坚称清白 美方“被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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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1年9月14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
卖：海南生茂高技术发展公司等12户债权资产包（截至2021年2月
28日，该资产包债权本金合计为 7,829.45 万元，应收利息为
10,286.45万元，表外利息为 507.33 万元，接收后孳生息合计为
7,571.00万元，合计26,194.23万元)。参考价：4,231.00万元，竞买
保证金：人民币1,500.00万元整。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
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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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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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
人；本次拍卖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
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9月13日止。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2021年9月13日16:30前（以竞买保证

金到账为准）。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1年9月13日17:00
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
电话：0898-68529777、13976111340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665582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20210914期）

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海南博鳌国宾馆管理有
限公司。合并前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78511.359714
万元，海南博鳌国宾馆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2045.703698万
元。合并后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557.063412万
元。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和海南博鳌国宾馆管理有限公司的
债权债务由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继承。各债权人可自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视为同意拟合并公司的债权债务继承方案。特
此公告。

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122号海钢大酒店7楼703房；联系人：曲娅菁；联系方式：0898-
62629999。

海南博鳌国宾馆管理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海南省琼海市博鳌
镇龙潭岭；联系人：黄培蕾；联系方式：0898-62629999。

2021年9月8日

吸收合并公告

公告
海南宝达综合设计贸易发展公司(注册号:20125598-2)决定

清算注销，并于【2021】年【05】月【14】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
为:夏素君(清算组负责人)、徐一平、董春梅、辛智卿、张秀奇、王东
钰、瞿方靓、陈启荣、谢秀珠。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说明债权
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逾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申报费
用及相应的法律后果。请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自公告之日起15
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请法定代表人履行清算义
务，向清算组移交公司印鉴、证照、账册、财产和其他与公司有关的
所有资料。

联系人:【瞿方靓】，联系电话:【13816931689】。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2633号】。特此公告!

海南宝达综合设计贸易发展公司清算组
2021年9月10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国

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B0419-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B0419-2地块，

土地总面积为13358.76平方米（合20.04亩），土地用途为科研工业混
合用地（其中A35科研用地占60%，工业用地占40%），土地使用年限
为5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地块不在系统污
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
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

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419-2地块规划
条件的函》（海高新函[2021]127号），用地位于秀英区美安科技新城
B0419-2地块，用地性质为教育科研/工业用地（A35/M1），容积率≤
2.5，建筑密度≤35%，建筑限高≤80 米，绿地率≥20%。用地比例采取
弹性管控，A35 用地占60％，一类工业用地占比40％。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
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
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
3、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
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
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1386.6393万元人民
币，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整
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1386.6393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
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
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1年9月16日9:00至2021年10月18日16:00
（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10月3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10月20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21年10月20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

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定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
件），并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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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用于开发建设创新生物药研发
生产项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
规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五）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75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达
产后年工业销售产值 3.5亿元（折合每亩人民币不低于1750万元），年上
缴税收总额（全口径）不低于1600万元（折合为每亩人民币80万元）。

（六）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2个月内完
成规划方案设计；4 个月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并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同时开工建设(以主要建筑的基础混凝土浇筑为准），24个月内
完成项目建设，自建成6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有产品下线，经营收
入，医药企业以提交GMP认证申请时间为准），项目投产18个月内达产。

（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
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八）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九）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

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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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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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20日10时至2021年9月21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电脑端：https://3.cn/
50YBn-z）上公开拍卖标的：1、深圳市贡恩科技有限公司24%股权，
评估价1037600元、起拍价830080元、保证金170000元；2、二手实
木衣柜及布艺床各一件，材质：欧洲水青冈木，起拍价1元/件；3、苹
果X 256G一部。一、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
认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
与。二、展示时间：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9月19日17：00时前
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节假日除外）。三、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
卖，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四、优先购
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5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
面申请并经批准后才能获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咨询报名：13807593991；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
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
→下方中央“罚没黑财”查看分项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竞
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京东首页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国

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B0702-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

B0702-1地块，土地总面积为53677.24平方米（合80.52亩），土地用
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
已落实到位，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
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

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702-1地块规划
条件的函》，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容积率≥1.0，建筑系数≥30％，
绿地率10％≤G≤20％，建筑限高≤40米。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
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
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

为的。
3、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
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
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3918.44万元人民币，
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整数倍
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3918.44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
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
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1年9月16日9:00至2021年10月18日16:00
（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10月3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10月20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21年10月20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

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定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
件），并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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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用于开发建设国际数据中心项
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
规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五）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1341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
达产后年度产值不低于1341万元/亩，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
不低于6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

（六）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
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2个月内完成施
工图设计并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时开工建设(以主要建筑的
基础混泥土浇筑为准），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
后20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有产品下线，经营收入，医药企业以提交
GMP认证申请时间为准），项目投产24个月内达产。

（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
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八）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九）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

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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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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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招租信息
现有儋州汽车站一二层房产约3228平方米（一

层1113平方米、二层2115平方米）对外公开招租。

欢迎意向承租单位咨询、报名竞租。报名截止时间：

2021年9月15日17:30。

报名及获取招租文件地址：儋州汽车站三楼综

合部（接待时间为工作日上班时间）。

联 系 人：陈先生，电话：18689636310。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海口地区网络系
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部分专线、ITV、上
网、语音等业务使用将受中断60分钟影响。具体情况如
下：

u2021年9月14日02:00－06:00，对农垦9312-1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u2021年9月15日02:00－06:00，对农垦9312-2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u2021年9月22日02:00－06:00，对金盘9312-1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u2021年9月23日02:00－06:00，对金盘9312-2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u2021年9月24日02:00－06:00，对金盘9312-3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u2021年10月12日02:00－06:00，对秀英9312-
1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u2021年10月13日02:00－06:00，对秀英9312-2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u2021年10月15日02:00－06:00，对秀英9312-3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日

加尼发表声明向阿富汗人道歉

白俄罗斯去年8月总统选举投票
前，逮捕了一批涉嫌企图“破坏”选举
的俄罗斯人。

乌克兰前情报官员近日披露，这
一事件关联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本月8日以3
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乌克兰军方前高级情
报官员为消息源披露，白俄罗斯逮捕的
那些俄罗斯人并非企图破坏白俄罗斯总
统选举，而是乌方设计诱捕的对象。

这些前情报官员说，乌方与美国
中央情报局合作，计划诱捕在乌克兰
东部冲突中“犯下战争罪”的俄罗斯籍

“雇佣兵”。乌方情报人员设立假网
站，自称是一家俄罗斯私人军事公司，
在俄罗斯招聘前往委内瑞拉“保护石
油设施”的人员，开出5000美元诱人
月薪，吸引了数百名俄罗斯应聘者。

乌方情报人员仔细筛选应聘者简
历，确定28名诱捕对象，另外招募5
名与乌东冲突没有关联的人，以防引
发怀疑。这些人被告知，他们首先将

飞往土耳其，继而前往委内瑞拉。
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

行动计划，俄罗斯关闭边境，土耳其行
程受阻。不过，俄方允许本国公民前往
关系友好的邻国白俄罗斯。乌方让受
聘者从陆路进入白俄罗斯，告诉他们需
要等待一段时间再前往委内瑞拉。

这些“雇佣兵”去年7月27日入
住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一家疗养
院，因行为举止和着装异常引起疗养
院工作人员怀疑。

7月29日凌晨，白俄罗斯护法机
关人员突袭疗养院，逮捕32人。另有
一人在白俄罗斯南部被捕。乌克兰前
情报官员说，按计划，这批人本来再过
数小时就会飞离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官方媒体当时报道，护法

机关获得消息，外国武装人员近期入
境，企图在总统竞选活动期间搞破坏；
被捕的俄罗斯籍武装人员隶属于一家
名为“瓦格纳”的外国私人军事公司。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白俄罗斯总
统前顾问告诉有线电视新闻网，白俄
罗斯方面起初的确认为这些俄罗斯人
受命入境，企图在总统选举前从事破
坏稳定的活动，但不解盟友俄罗斯为
何这样做。

俄方当时也一头雾水。俄总统新
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7月30日
说，俄方没有收到涉事俄公民有非法
或“破坏稳定局势”行为的信息，正通
过外交及特殊部门渠道获取事件全面
信息。他次日表示，这些人隶属于私
人安保公司，计划途经白俄罗斯前往

第三国，与白方事务无关。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

基曾与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通电话，请求把这些人引渡至乌
克兰，被后者拒绝。

卢卡申科去年8月7日与俄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通电话，讨论这些俄
罗斯人被捕问题，表示双方将秉持符
合两国合作及相互理解的精神予以解
决。一周后，俄方宣布，白方把32名
被捕俄籍人员移交给俄方，他们已经
回到俄罗斯，一名有俄白双重国籍的
人留在白俄罗斯。

卢卡申科与普京通电话后，俄外
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说，这起
事件为第三方国家挑拨所致。

乌克兰前情报官员说，美国中央

情报局给乌方的诱捕行动出谋划策，
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然而，这一
历时将近18个月的行动最终搞砸，令
乌方情报机构备受打击。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方仅“知
晓”这次行动，但没有参与，乌方前情
报官员试图把行动失败“甩锅”给中情
局。泽连斯基今年6月接受乌克兰媒
体采访时否认乌方实施诱捕行动，表
示乌方被“拖入”这一事件。

就有线电视新闻网有关中情局参
与乌克兰诱捕行动的报道，俄联邦安
全局发言人8日在记者会上说，俄方

“完全认可”报道内容，“这绝对可靠，
客观揭示中情局的角色”。

“美国人的目的众所周知，就是为
了破坏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关系，实
现他们的地缘政治企图。整个行动完
全围绕这一目的策划……乌克兰被当
作工具。从资金和技术层面来看，这
完全由美国人所为。”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美媒曝“白俄总统选举
险遇破坏”事件内幕 又是CIA！ 新研究称

去年底美国已有
近三分之一人口感染新冠

新华社华盛顿9月9日电 美国研究人员新
近根据模型计算发现，美国的新冠实际感染人数
远超官方统计。早在2020年年底，美国可能就已
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自
然》杂志网络版发表论文说，他们使用数据驱动的
模型推断方法，以县域为单位模拟了美国的疫情
传播情况。研究人员利用模型研究发现，2020年
年底，全美新冠病毒易感人群占比约为69%。易
感人群通常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缺乏特异性免疫力
而容易被感染的人群。

对新冠病毒而言，人群普遍易感，各年龄段人
群均对新冠病毒没有免疫力。由于美国是从
2020年12月中旬才开始接种新冠疫苗的，69%
的易感人群比例就意味着其余近三分之一的美国
人口当时已感染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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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法医在北马其顿泰托沃市的失火
现场调查。

北马其顿泰托沃市一家临时治疗新冠病患
的医院8日晚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4人死亡。
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已被紧急送往首都斯科
普里的医院。 新华社发

北马其顿一医院起火
至少14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