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9月11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李大永 电话:5325920 5325924

时 事

9月10日，在2021世界机器人博览会现场，工作人员（右）向参观者介绍仿生人
形机器人。当日，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共享新成
果，共注新动能”，包含论坛、博览会、机器人大赛等内容。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气候变化等

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方坚持生态优
先、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一直积
极主动承担同自身国情相符的国际责
任。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
歧的基础上，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

触对话，推进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
经济复苏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
协调和合作，同时挖掘更多合作潜力，
为两国关系增添更多积极因素。

拜登表示，世界正在经历快速变
化，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
系，美中如何互动相处很大程度上将影

响世界的未来。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
争而陷入冲突。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
中国政策。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坦
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确定双方可以开
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避免误解误
判和意外冲突，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
轨。美方期待同中方就气候变化等重

要问题加强沟通合作，形成更多共识。
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元首就中美

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深入沟通对引领
中美关系正确发展非常重要，同意继
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将
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
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

经岳西县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公开拍卖出让2021-04、12等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岳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2021年第5次)

本次出让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为准,具体

条件及其他条件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二、竞买人资格

竞买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欠缴土地出让金等及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

每一宗地申请人应具备的竞买资格及其

他条件，详见拍卖出让文件。其中：

(一)2021-04号地块竞买人应取得省级市

场监督管理主管部门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证书》5年以上（2016年9月1日以前），

检测车型包含载客汽车、载货汽车、专项作业

车、挂车、摩托车，检验车型代号有：A1、A2、

A3、B1、B2、C1、C2、C3、C5、E、F。提供《检验检

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附表复印件（加盖公

章），原件备查; 2021-04号地块竞买人2020年

度纳税总额超过50万元（提供县级以上税务部

门证明，联合竞买的必须有其中一家企业2020

年度纳税总额超过50万元）。

（二）2021-12号地块竞买人或实际控制人

（股东）需提交三年内自行开发建设运营不少

于4个以上地块竞买人或实际控制人（股东）命

名的农产品市场（每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用地面

积不低于100亩，其中地级市项目不低于两个）

业绩证明资料（提供县级以上主管部门提供的

证明原件）。2021-12号地块竞买人或实际控

制人（股东）在近两年（2019年、2020年）获得过

省部级相关表彰(提供表彰决定文件或荣誉证

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出让方式

拍卖。至报名截止，如有3家以上（含3

家）报名，按期拍卖；如有2家报名，转为现场竞

价；不足2家报名，转为挂牌。

四、本次公开拍卖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公开拍卖资料。申请人可于2021年9月

30日11点前到岳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取。

五、采取拍卖方式（或现场竞价），申请人缴

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30日11点

前（以实际到账为准），申请人须于2021年9月

30日11点前将岳西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开具的

竞买保证金的证明材料（即缴纳保证金的凭证）

及书面申请等提交到岳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报名。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岳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

2021年9月30日12点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采取挂牌方式出让的，竞买保证金缴纳的

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1 日 11:30 前。经审

查，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

10月11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采取拍卖方式（或现场竞价）的,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21年9月30

日下午16点在岳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城

大厦）四楼一室交易大厅举办。

采取挂牌方式出让的，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会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上午10点

在岳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城大厦）四楼

一室交易大厅举办。挂牌日期为2021年9月

30日至2021年 10月 12日，挂牌时间为上午8:

30-11：30、下午3：00-5：00。挂牌截止时间为

2021年10月12日上午10：00止。

七、各竞买人在参与拍卖会期间严格按照

我县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疫措施，进入行

政服务大厅前按照相关要求配合做好安康码、

行程码“双码联查”。

八、特别提示：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设有

保留底价，没有达到保留底价的，不予成交。

（二）2021-12号地块竞买人报名须提交该

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

于提交方案三日内对竞买人资格及该地块项

目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审查，并反馈审查结果。

（三）2021-12号地块必须建设农产品批发

市场，竞得人项目建成后，自持计容建筑面积

不低于总计容建筑面积30%，自持年限不低于

10年（以不动产权证日期计算）。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拍卖不接受电话、传真、邮寄及口头

竞买申请。

2.申请人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可自行或者要

求岳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人员组织现场

踏勘组织现场察看。

十、岳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方式与

银行帐户如下：

联系地址：岳西县天堂镇前进路供销大厦

4楼

联系电话：0556—2180522 、2187429

联 系 人：王先生、程先生

开户单位：岳西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开户行：工商银行岳西支行

账号：1309082029200019857

开户行：建设银行岳西支行

账号：34001687508059111222

开户行：农业银行岳西支行

账号：12857001040021919

开户行：徽商银行岳西支行

账号：1693001021000006738

开户行：安徽省岳西农商银行

账号：20000400141210300000026

岳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0日

编号

2021-04
2021-12

土地位置

天堂镇石桥村
莲云乡平岗村

土地面积（m2）及用途
合计

14072.6（21.11亩）
52674.70（79.01亩）

土地用途
其它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0.3

1.0≤FAR≤1.5

建筑密度
≤30%
≤50%

绿地率
≥25%
≥10%

建筑限高（米）
≤8
＜50

出让年限(年)

40
40

出让参考价（万元）

1650
1841

竞买保证金（万元）

500
500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疫
情周报显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
球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多次反弹。虽
然过去一个月全球疫情基本保持稳
定，但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处于较
高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不断出现的新变
异毒株、开学季到来、过早放松防疫措
施以及全球疫苗接种不均衡，都是当
前全球疫情居高不下的原因。

变异毒株加速传播

新冠病毒持续变异为全球抗疫带
来严峻考验。世卫组织近日把首次在
哥伦比亚确认的变异新冠病毒B.1.621
命名为缪毒株，将其列为“需要留意”
的变异株。初步数据显示，缪毒株会
削弱抗体效力。

据世卫组织统计，还有埃塔、约
塔、卡帕、拉姆达毒株被标记为“需要
留意”的变异毒株；阿尔法、贝塔、伽
马、德尔塔毒株被标记为“需要关注”
的变异毒株。其中，德尔塔毒株比其
他毒株更具传染性。

自 2020 年底首次在印度出现以
来，德尔塔毒株已成为当前世界大部
分地区流行的主要变异毒株。多项研
究发现，该毒株具有病毒载量高、复制

速度快等特点，挑战疫苗保护效力。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一项研究显
示，自德尔塔毒株成为主要流行毒株
后，在美获批的疫苗整体有效性降低
约三分之一。以色列卫生部7月底发
布的数据显示，受德尔塔毒株影响，辉
瑞新冠疫苗在以色列预防新冠感染的
有效率降至39%。

另一种最早在秘鲁被发现的变异毒
株拉姆达也蔓延至多国，特别在南美国
家造成较多感染。世卫组织此前发布报
告称，拉姆达毒株的刺突蛋白存在多个
突变，这可能导致其拥有比原始毒株更
强的传播性和抵抗中和抗体的能力。

开学季遇疫情反弹

目前全球正值开学季，大量学生返
校，由于疫苗覆盖有限，儿童和青少年
群体面对变异毒株时感染风险较高。

随着中小学开学，斯洛文尼亚新
冠疫情出现反弹。斯政府公布的数据
显示，仅9月 1日开学当天，该国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55例，为5个月来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数最高纪录。据爱尔兰
媒体报道，自8月底开学以来，各地至
少有10所中小学发现新冠确诊病例，
部分学校或班级被迫关闭。9月，许多
日本中小学校也先后开学，东京面临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峻的新冠疫情。
日本防疫专家认为，这波疫情的一个
特点是由孩子传染给家人。

美国儿科学会9月7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现阶段全国每周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中，儿童病例占比超过四分之
一。儿童新冠病例在今年夏初有所减
少，但从那以后“呈指数级上升”，8月5
日至9月2日超过75万名儿童感染，但
目前发展成重症的情况不多见。疫情
暴发以来，美国累计500多万儿童新冠
病毒检测呈阳性。

过早放松埋下隐患

随着6月疫情有所好转，一些欧洲
国家相继放宽防疫管控。塞浦路斯允
许部分娱乐和餐饮业恢复营业，西班牙
取消了室外强制戴口罩的规定，英国更
是取消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的规定。

对此，卫生专家发出警告。英国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牛津大学以
及利兹大学等机构学者7月7日在国
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公开信说，
英国政府有关在英格兰实施最后阶段

“解封”的决定“危险和草率”。
在德尔塔毒株来势汹汹之际，美

国多地却过早放松在公共场合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美疾控

中心在5月份就不再建议已完成新冠
疫苗接种的人参加室内和室外活动时
必须戴口罩。随后7月疫情大幅反弹，
多地又不得不重启“口罩令”。

疫苗接种不均衡

大规模疫苗接种已帮助多国有效
抗击疫情。一些接种率高的地区重症
率和病亡率均显著下降，但疫苗接种
呈现严重的全球不均衡，欠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疫苗接种率普遍偏低。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
只有略超过半数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
率达到10%，不到四分之一国家的接种
率达到40%，仅有3个国家的接种率达
到70%。与此同时，非洲大陆已接种
的新冠疫苗量不到全球已接种总量的
2%，非洲人口中仅有1.5%完成接种。

在一些国家，也存在部分民众接
种意愿低的情况。美国国家过敏症和
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近日说，美国
有7500万人符合接种条件却仍未接种
新冠疫苗。南非卫生部副部长西邦吉
塞尼·德洛莫此前向议会介绍抗击新
冠疫情措施时指出，南非部分民众接
种意愿低，对抗疫构成重大挑战。

新华社记者 冯玉婧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全球新冠疫情为何仍在高位

9月10日，工作人员在向参观者介
绍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情况。

当日，第 18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
南宁开幕，主题为“共享陆海新通道
新机遇，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由中国商务部和东盟10国政府经
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中国－东盟

博览会开幕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9 日电 （记
者 杨士龙 张墨成）面对全美新冠
确诊病例激增的严峻形势，美国总统
拜登9日宣布新冠疫苗新规，相关规
定将影响近1亿美国人。

拜登当天在白宫宣布，美国劳工
部正制订一项紧急规定，要求所有雇
员人数超过100人的雇主必须确保其
员工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或每周接受新
冠病毒检测。

拜登要求所有联邦工作人员接种
新冠疫苗，与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

承包商雇员也需接种疫苗。他还要求
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此项规定涉
及全美约1700万名医护人员。

目前，有7000多万具备新冠疫苗
接种资格的美国人还未接种疫苗。美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的数据显
示，截至9日，超过1.77亿美国人已
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占美国总人口的
53.4%。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
截至9日晚，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
过4060万例，累计死亡逾65.4万例。

美总统拜登宣布疫苗新规
将影响近1亿美国人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记者
王思北）记者10日从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
镇峰会将于9月26日至28日在浙江乌
镇召开。今年，大会将首次举行“携手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最佳实践”
案例展示活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赵
泽良在会上介绍说，本次大会主题是

“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将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除在浙江乌镇
设置实景会场举办各项活动外，还将邀
请部分重要嘉宾以线上形式参会。

据悉，大会共设置20个分论坛，其
间将举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
布活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和“直通
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并将继续发布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和《中国
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将于9月26日至28日召开

本次大会主题是“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举行。今年，大会将首次举行“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最佳实践”案例展示活动。

大会共设置20个分论坛，其间将举办世界互联网领
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和“直通乌镇”
全球互联网大赛，并将继续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1》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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