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欧洲地区近
期报告人感染猴痘病例数持续增
多。英国累计报告猴痘病例升至56
例；荷兰报告的猴痘确诊病例增至6
例；丹麦23日报告首例猴痘确诊病
例。一些国家建议确诊病例的高风
险接触者自我隔离。

英国卫生安全局23日发表公报
说，英格兰地区又发现36例猴痘病
例，这使得英国自本月7日以来的累
计猴痘确诊病例数升至56例。该机
构健康保护小组正在联系确诊病例
的高风险接触者，并建议那些经过风
险评估且目前健康状态无异常的人
在家隔离21天。该机构还购买了一
种名为Imvanex的天花疫苗，提供
给猴痘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天表示，在
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最近发现的猴
痘病例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男同性
恋和双性恋男性人群中，因此敦促
该群体对猴痘感染症状保持警惕。
不过该机构也指出，尽管当前的疫
情严重且令人担忧，但对英国人口
的风险仍然很低。通常来说，猴痘
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大多数人会在
几周内康复。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
所23日表示，荷兰猴痘确诊病例已
增至6例，患者均为男性，部分患者
此前曾参加了在比利时举办的一
个音乐节活动。该机构要求猴痘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自我
隔离。

丹麦卫生部门23日证实，该国

发现首例猴痘感染病例。一男子从
西班牙旅行归来后出现症状，随后检
测出猴痘病毒阳性。丹麦国家血清
研究所当天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证实，
这名猴痘病毒感染者症状轻微，目前
正居家隔离。

截至目前，欧洲已有10个国家
报告了猴痘感染病例，为英国、西班

牙、葡萄牙、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
利、荷兰、瑞典、丹麦。

在欧洲以外，澳大利亚、加拿大、
美国近期也报告了猴痘确诊病例。
此外，阿根廷卫生部22日报告，该国
发现了首例猴痘疑似病例，目前已被
隔离并接受对症治疗。该疑似病例
曾于4月28日至5月16日在西班牙

旅行。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

常多发于西非和中非地区。世界卫
生组织21日发布猴痘疫情暴发预警
称，鉴于目前已在多个未流行猴痘病
毒的国家发现病例，未来有可能在这
些国家及其他国家发现更多病例，猴
痘病毒将进一步传播。

截至目前，欧洲已有10个国家报告了猴痘感染病例

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 比利时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瑞典 丹麦

欧洲多国报告更多猴痘病例
建议高风险接触者自我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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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以外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近期也报告了猴痘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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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5月23日拍摄的照片显示的是猴痘病毒检测试管。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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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县人民政府已经与被收地单位签订了《收回国有土地协议
书》，土地补偿款已支付到位。目前地块无抵押、无查封、无法律经济
纠纷，具备通水、通电、通路条件，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
壤环境质量要求,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

二、竞买人资格：（一）本次土地挂牌出让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
申请参加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具有以下行为的竞买
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
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闲置
土地、低效利用土地、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的、擅自改变土
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3.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名
单或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联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
个人；4.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
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为加强非法占
地、违法建设行为的惩戒力度，对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
到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要加强对该涉案宗地供应时竞买人的资格审
查，严格限制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参与该宗地的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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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22年5月27日至2022年6月24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号窗口咨询购取挂牌出让文件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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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4日17时30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22年6
月17日8时30分至2022年6月27日9时00分。

七、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地块产业类别为房地产业，竞买人须严
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并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建成，否
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竞买人以新公司或控股公司开发该地块
的，新公司或已成立的控股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
50%)。竞买人在提交《竞买申请书》时，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拟成立的公

司或已成立的控股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三）开发建设期
限：建设项目须按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开工建设和竣工时间执
行。（四）该地块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
3年内，年度税收要求为0万元/亩，投资强度要求为250万元/亩。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认同《海南
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和《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
全过程管理的意见》（琼自然资规〔2021〕12号），参考范本请参阅原海
南省国土资源厅等七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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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地块须预留西侧BC02-01-06、
BC02-01-07、BC02-01-08三个地块的两个机动车出入口。（三）竞
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环保、
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四）该宗土
地上现有建筑物7106.89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一
并挂牌出让，其现有建筑物由竞得人按规定办理规划报建等相关手
续，竞得人需在缴付土地出让金的同时另支付地上建筑物价款984.82
万元（相关房屋安全鉴定结果和房屋价值评估报告可在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所有者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查阅）。（五）
本次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相关税费由双方按规定缴纳），挂牌佣
金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支付。（六）本次出让宗地成交后，竞得人必须
在签订《成交确认书》的10日内，与项目产业主管部门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分别签订该宗地《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和《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准入协议是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前提条件。不按期签订准入协议或出让合同的，视为竞得人自动放弃
成交权力，竞得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七）竞得人从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已缴交的保证
金可抵充土地出让金）。（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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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
变更公告为准。

九 、查 询 网 址 ：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十 、咨 询 方 式 ：咨 询 电 话 ：0898- 83666228 65303602
13698982133；联系人：邢先生 杨先生 方先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25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保资规公告字〔2022〕8号

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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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地名称
土地用途

规划建设指标
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

BT-2020-111号地块
零售商业用地

容积率≤ 1.5、建筑高度≤15米、建筑密度≤30%、绿地率≥35%
3800万元

3003元/平方米

宗地面积 12761m2（19.14亩）
出让年限

宗地坐落
40年
保城镇西环路西侧

与天花病毒密切相关 是否会成为大流行？非流行国家报告病例“不寻常”

新闻分析
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出现后的几十年来，猴痘疫情很少出现在非洲大陆之外的地区。然而，今年5月以来，全球多个非猴痘流行国

家报告猴痘病例。据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研究人员建立的传染病数据库统计，截至24日，至少有16个非洲之外
的国家发现猴痘病例，累计确诊170余例，现有疑似病例87例。猴痘疫情突然在非流行国家快速蔓延的态势，令科研人员高度警惕。

世卫组织资料显示，接触猴痘患者的破损皮肤、呼吸道分
泌物、飞沫及被污染物品等有可能被感染，其潜伏期可能长达
21天，感染风险最高的是在猴痘患者出现症状后与他们有过
密切身体接触的人群。

近期出现的病例中，许多感染者是同性恋、双性恋或其他
男男性行为者。亨特表示，尽管猴痘“通常是一种不易传播的
疾病，可能不会对普通人群构成太大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
某些人群的感染风险更高”。

猴痘会成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吗？亨特指出，“事实上，在
任何传染病传播早期，我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猴痘病
毒“永远不会是新冠病毒”。

麦金太尔说，新冠病毒是一种进化较快的RNA病毒，其
变异株经常能够避开接种疫苗或早前感染形成的免疫力。而
猴痘是由一种相对较大的DNA病毒引起，DNA病毒比RNA
病毒更擅长检测和修复突变，这意味着猴痘病毒不太可能突
然进化成易于人际传播的病毒。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迫切需要提高对猴痘的认识并采取全
面措施，及时发现并隔离病例、追踪接触者、提供支持性护理等，
以限制其进一步传播。亨特认为，控制猴痘疫情的关键是采取

“环形疫苗接种”策略，即“尽可能快地识别每一个病例，然后为
所有密切接触者接种疫苗”，这也是人类消除天花的方式。

（据新华社伦敦5月24日电 记者郭爽）

自1970年刚果（金）发现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以来，猴痘
主要在非洲西部和中部地区流行。迄今全球报告的多数病例
分布在刚果（金）、刚果（布）、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喀麦隆等
非洲国家。

然而，自本月初英国出现感染病例以来，非洲以外报告猴
痘病例的国家和感染病例数不断增多，目前英国、西班牙、葡
萄牙等欧洲国家猴痘感染情况比较严重，许多感染者没有猴
痘流行地区旅行史。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在多个非流行国家出现与疾病
流行地区没有直接旅行联系的猴痘病例，这是“非典型”状
况。随着监测的扩大，未来有可能在已报告病例的国家和其
他国家发现更多病例。

英国微生物学和传染病控制领域知名专家、东英吉利大
学医学教授保罗·亨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尽管近
年来非洲每年会出现几千例猴痘病例，但在全球多个非猴痘
流行国家出现“持续的社区传播、人际传播是不寻常的”。

当前已报告的多数猴痘病例之间似乎没有明显联系，这
意味着可能已存在多条社区传播链。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痘病毒小组负责人、流行病学家安德烈娅·麦科勒姆说，猴
痘病毒感染通常易被察觉，部分原因是它会导致皮肤病变。
如果猴痘可以无症状地传播，那将特别“令人不安”，因为这会
使病毒更难追踪。

猴痘病毒与人类历史上曾肆虐数千年的天花病毒是“近
亲”，同属于痘病毒科正痘病毒属。1958年，科学家在一组用
于研究的猴子体内首次发现这种病毒，当时这些猴子出现“痘
状”传染病，猴痘病毒因此得名。

曾多年研究非洲地区传染病的亨特教授说：“猴痘是一种
已知存在很长时间的病毒，随着天花被根除，它才成为人们担
心的病毒。”

研究表明，接种天花疫苗预防猴痘有效率达85%。一些
科学家认为，自1980年世卫组织宣布根除了天花之后，人们
对猴痘的免疫力也在下降，这是猴痘感染在过去几十年增多
的原因之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传染病学家雷娜·麦
金太尔说，自从天花被根除以来，对这类病毒免疫力减弱或不
具有免疫力的人口每年都在增长。

对于此轮猴痘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及传播线索，科学家
仍在寻找答案。世卫组织资料显示，猴痘病毒的西非分支感
染病死率约为1%，而它的刚果盆地分支感染病死率高达
10%，传染性也更强。19日，葡萄牙研究人员公布了当地检测
到的猴痘病毒的初步基因组数据。数据显示，当地发现的猴
痘病毒与西非分支有关。

科研人员说，这仍是一份早期的基因组数据，导致当前疫
情的病毒与西非分支究竟有多大不同，以及不同国家发现的
病毒是否相互关联等问题仍然未知。

为什么猴痘疫情让科研人员高度警惕？

印度拟限制糖出口
恐推高全球食品价格

印度政府人士24日说，印度打算限制糖出口
量，以避免国内糖价暴涨。数日前，印度宣布禁止
小麦出口。一些分析师担忧，这些限制措施可能
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

印度是全球主要产糖国之一，同时是仅次于巴
西的第二大糖出口国。一名政府人士告诉路透社记
者，印度政府计划把2021/22榨季（2021年10月至
2022年9月）的糖出口量限制在1000万吨。

印度拟对糖出口设限的消息曝出后，糖价应声
上涨。不过，印度主要糖企股票价格大跌，一些企
业24日股价跌幅高达8%。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打捞不顺

日本失事观光船
滑入180多米深海底

日本海上保安厅24日证实，此前失事的观光
船“KAZU I”号打捞过程出现意外，沉船滑入
180多米深的海底。

日本海上救援公司23日启动打捞，当天将
“KAZU I”号从120米深海底起吊至水下20米左
右，然后向岸边拖曳。经过搜索，发现“KAZU I”
号沉入182米深海底，沉没地点距附近一个小港
口11公里。目前还不清楚下沉原因，经水下摄像
机确认，船体没有新增大的损伤。

“KAZU I”号4月23日失事，当时船上共26
人。迄今确认14人死亡，仍有12人下落不明。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5月24日，游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圣索
菲亚大教堂附近游览。

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5月23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4月份土耳其接待外国游客人数同比激增
225.6%，达257万人。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土耳其4月份接待近260万外国游客

巴西副总统：

巴中关系拥有“非凡的未来”
新华社巴西利亚5月23日电（记者卞卓丹）

巴西副总统莫朗23日说，巴西视中国为“主要和
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伙伴”，巴西与中国的关系

“非常好”且拥有“非凡的未来”。
莫朗在巴中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高委会机制帮助巴
西政府将巴中关系一直保持在高水平。此次会议
上，双方就双边议程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顺畅和
建设性的对话”，展示出共同努力克服挑战和维护
两国良好关系的意愿。

莫朗说，中国是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两国贸
易往来逐年增长，贸易额“远超几年前的想象”。
中国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巨大的市场，巴西作
为潜在的“世界粮仓”，愿成为中国在粮食安全方
面的可靠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