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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吾悦广场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桂林临桂区世纪西路

以南、平桂路以东、凤凰路以西桂林新城
吾悦广场 5#、6#楼已通过验收，具备合
同约定的交房条件，现通知具体交付信
息如下：

交付时间：2020 年 5 月 16 日至 5
月 17 日，建议您根据交付通知书通知的
时间前来办理交付。若您存在疑问和建
议，请与我们联系。

一、交付地点：桂林吾悦广场营销中
心。

二、交房应缴款及所需资料：请业主
根据《交房通知书》《交付手续办理须知》
约定的内容准备相应款项及资料。

三、详情咨询 133-4756-3399，联
系地址：吾悦广场营销中心。

请业主相互转告，恭祝您收铺大吉！
特此公告！

桂林新城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4 日

房屋交付公告

□新华社记者

在 2020 年这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中，美国已有超过百万人感染，数万美国
人病亡，美国成为全球新冠确诊和死亡病
例最多的国家。美国《大西洋》月刊刊文
中甚至出现这样的哀叹：“美国人每天早
上醒来后都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失败国
家。”

为什么拥有领先医疗资源、技术和人
才的美国，在有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及时
预警的情况下，却在不到百天内报告的确
诊病例数从 1 增至 100 万以上？疫情在
美国发展的时间线真的搞清楚了吗？为什
么还有众多谜题待解？为什么世界主流科
学家认为病毒来源于自然界，而美国政府
却罔顾事实一味推销阴谋论？

时光无法倒流，但时间的碎片可以一
一拾起、拼接。重重疑云之下，美国人需
要真相，世界需要答案。

“零号病人”还能找到吗？

3 月 27 日，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德特
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重启
工作。但该研究所此前突然封闭的疑云并
没有因此消散。

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 2019
年 7 月，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
学研究所被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要求
暂停对高致病性病原体的研究工作，理由
是“没有足够有效的系统来净化从这个最
高安全级别实验室排出的废水”。但疾控
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其他
信息。

而人们已知的是，这一实验室曾多次
发生安全事故。今年 3 月，美国一些民
众自发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请愿，要求政
府公布去年突然叫停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研
究工作的真正原因，解释有关该实验室的
大量新闻报道被删除的真相，并澄清实验
室是否存在病毒泄漏问题。

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只是美国新冠疫情
疑云的冰山一角。单看美国迄今公开的疫
情时间线，有太多令人费解之处：美国是
目前唯一确诊病例超百万的国家，跟其他
国家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为何美国疫情
如此严重？

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 1 月 21 日
报告首例新冠病例， 2 月 29 日报告首例
新冠死亡病例。

然而，美国媒体 5 月 5 日披露，佛
罗里达州 1 月份已经出现确诊患者，而且
感染的 171 人中没有一人曾前往中国。

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卫生部门 4

月 21 日公布的尸检报告显示，美国最早
一例新冠死亡病例出现在 2 月 6 日，比
联邦政府公布的首例死亡病例早了 20 多
天。

圣克拉拉县卫生局局长莎拉·科迪
说，当地尸检报告表明，新冠病毒在 1 月
甚至更早就开始在加州社区传播。当地官
员还称，加州最早的感染病例可能出现在
去年 12 月。

4 月 30 日，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
长梅尔哈姆透露，自己新冠病毒抗体检测
结果呈阳性。他认为自己在去年 11 月感
染病毒，但当时被认为是“流感”。

由于新冠疫情与秋冬季的流感疫情有
重合，生物学领域著名研究机构斯克里普
斯研究所专家埃里克·托波尔质疑：“究
竟有多少人被误认为流感或肺炎患者，而
实际是新冠病毒感染者？”

据美国疾控中心估计，从去年 10 月
到今年 4 月初，美国可能有 3900 万至
5600 万人感染流感，其中 2 . 4 万至 6 万
人死亡。

而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
尔德 3 月 11 日出席国会众议院听证会
时，在议员追问下承认，美国可能有新冠
死亡病例被误认为是流感死亡病例。

越来越多的信息浮出水面，自然而然
会让人追问：新冠病毒到底何时在美国出
现？美国死于新冠病毒的真实人数又是多
少？

一些专家的模型测算表明，美国真实
的确诊、死亡病例数字可能更大。然而，
美国官方至今没有全面、及时、准确地公
布疫情数据。

在众多未解谜团和美国官方一贯的讳
莫如深中，鲜活的生命仍在一天天凋零。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
北京时间 13 日 7 时 40 分，美国确诊病
例升至 1367491 例，死亡病例达 82227
例。

有多少疫情信息被隐瞒？

5 月 5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白
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将逐步结束工作，
随后可能设立新的工作组着手恢复受疫情
打击的经济。领导这一工作组的副总统彭
斯也说，可能 5 月底或 6 月初向政府机
构移交工作组的工作，因为美国疫情走势
显现“积极”迹象。

讽刺的是，眼下新冠病毒已超过心脏
病成为美国排名第一的死因，因新冠病毒
丧生的美国人数量超过了死于越南战争、
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
国人的总数。

在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和质疑中，仅过

了一天，白宫就改口：工作组将继续存
在，但会改变重点。

《纽约时报》评论说，白宫解散工作
组的计划表现出了它特有的混乱。

事实上，面对这次疫情，美国本有充
分的准备时间。早在 1 月初，中国就定期
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举措，到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时，美国公开确诊病
例也只有 1 例。世卫组织 1 月 31 日就向
国际社会发出了最高级别预警，美国情报
机构 1 月和 2 月也在为总统特朗普准备
的十几份机密简报中就新冠病毒反复发出
警告。

然而，白宫在两个月时间里持续淡化
疫情威胁，直到 3 月初，依然告知公众
“风险非常低”。而当 3 月 13 日特朗普
终于宣布全美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时，
美国各地都已出现疫情暴发迹象。最终，
美国确诊病例从 1 到 100 万只用了不到
100 天。

美国《大西洋》月刊指出， 2020 年
的美国以一场严重和深远的溃败震惊了自
己。

人们有权知道：中国向世界各国发出
的警告是同样的，信号是清晰的，为什么
有的国家做出了足够反应，进行了及时干
预，而美国却让疫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在这 100 天时间里，美国政府到底做了
什么？美国政府为何对疫情一再改口、自
相矛盾？

人们有权知道：早在 1 月初，美国国
家安全委员会就已收到分别来自美国国务
院和美国国防情报局下属国家医学情报中
心的报告，预测新冠疫情将蔓延至美国并
可能发展成“全球大流行”，为什么美国
政界人士起初想尽办法对病毒威胁轻描淡
写，拖延“封城”决策，用“一切都在掌
控中”的说法蒙蔽公众？

人们有权知道：美国多个养老院接连
上演聚集性感染悲剧，但众多家属却长时
间对相关情况一无所知，为何官方不及时
报告病例，甚至推迟公布死亡人数？

人们有权知道：为什么美国多名参议
员利用职务之便提前了解到疫情严重程度
后，不是第一时间对公众预警，而是迅速
抛售自己手中股票？这些权贵又为何至今
没有被追责？

人们有权知道：白宫为何限制抗疫官
员同美国国会的接触，拒绝让政府首席传
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出席众议院听证会，
解雇不合总统心意的新冠疫苗研究专家？

人们还有权知道：成千上万美国人正
在死去，拉美裔、非洲裔感染率和病亡率
居高不下，更多美国人面临财务崩溃、生
活陷入困境，底层民众没钱治疗甚至只能
“等死”，为何美国政府还宣称，即便死

10 万人也代表防疫工作“做得好”？
《纽约时报》一篇专栏文章这样总结

美国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传播不良信
息，播撒虚假希望，重新编造历史，重新
幻想科学，喋喋不休地谈论所谓英雄主
义，猛烈攻击任何质疑的人，没有领导
力，没有共情……

美国舆论认为，在一些美国政客眼
中，死亡人数与选举政治所依赖的经济数
据相比，无足轻重。

美国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问
题研究学院副教授斯科特·拉尼茨撰文
说，在高度互联互通的时代，人们可以接
触到比以往更多的新信息，但同时也更容
易受到操控。用虚假和有害的信息影响舆
论，能使美国民众更难以搞清真相和向政
客问责。

美国为全球抗疫做了什么？

疫情暴发初期，有美国政客算计的是
“疫情有利于制造业回归美国”；疫情开
始在多国蔓延后，美国政客想到的是落井
下石，追加对伊朗制裁，并试图用取消制
裁换取“颠覆委内瑞拉政府”；疫情在盟
国愈演愈烈之时，美方却截留一些盟友订
购的防疫物资，甚至想花重金争夺一家德
企新冠病毒疫苗的专有权……

人们要问：美国和各国人员往来频
密，现在成为世界疫情的最大暴发地，如
果美国控制不住，给世界带来第二波重大
疫情，这笔账要怎么算？加拿大调查发现
本国早期疫情最大来源是美国，澳大利亚
等国也纷纷表示海外输入病例大多数来自
美国，美国是不是该为扩散疫情道歉？

人们要问：美国加速遣返来自拉美的
非法移民，却不对他们进行病毒检测，单
是危地马拉一国 3 月以来就有多架载有
被遣返非法移民的航班上出现新冠确诊病
例，航班上确诊人员平均占比约为
50% 。美国是不是该被这些国家追责、
索赔？

人们还要问：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
刻，美国政府对协调国际抗疫行动的世卫
组织停缴会费，损害全球抗击疫情、挽救
生命的努力，严重干扰和破坏发展中国家
抗疫斗争，美国该不该给全世界人民一个
解释？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说，特
朗普政府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期间断供世
卫组织并对世卫组织提出无根据的指控，
已经伤害美国政府的诚信，是违反人道的
罪行。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安妮·克鲁
格指出，美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对人类健康
发动战争。（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

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12 日电（记者张骁）据俄罗斯媒体 12 日
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和其妻子纳夫卡已被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目前已入院接受治疗。

佩斯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证实自己“生病了，正在接
受治疗”。

纳夫卡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她正在康复，没有发烧和咳嗽。佩
斯科夫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在医生治疗下，“一切都很顺
利”。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 12 日消息，过去 24 小时俄罗斯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 10899 例，累计确诊 232243 例。

俄罗斯总统普京 11 日宣布，从 12 日起，俄罗斯抗击新冠疫
情进入新阶段，将开始解除限制措施，但不会一下子全部解除，将
采取新的措施保障公民安全和支持经济。

俄总统新闻秘书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美国新冠疑云 世界需要答案

▲ 5 月 12 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后排左五）在哈拉雷的总统府
与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合影。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 12 日表示，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的到
来将给津巴布韦和南部非洲的抗疫工作带来重要帮助。姆南加古瓦当天下午在
总统府举行仪式，欢迎中国抗疫专家组。 新华社记者张玉亮 摄

▲ 5 月 12 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中白工业园，一辆无人车准
备上路行驶。

在位于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一辆无人驾驶电动车 12 日行驶在封闭道
路上，标志着这里打造白俄罗斯首个无人车试验区进入新阶段。

新华社发（任科夫 摄）

津巴布韦总统：中国抗疫专家组
将对津抗击疫情带来重要帮助

中白工业园打造
白俄罗斯首个无人车试验区

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记者温馨 王卓伦）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13 日证实中国正同加拿大开展疫苗研发合作。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加拿大国家研究委
员会 12 日表示，加方正与中国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开展合作，为
未来在加进行疫苗试验铺平道路。该公司准备向加卫生部提交临床
试验申请。中方如何看待中加在包括疫苗研发在内的卫生合作？对
疫情发生以来中加抗疫合作有何评价？

赵立坚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和加拿大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积极开展应对疫情合作。中国政府向加拿大捐赠的 32
吨医疗物资已于近日运抵加拿大，中方也为加方在华商业采购医疗
物资提供了积极协助和便利。

他表示，病毒无国界，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疫苗研发对
疫情防控至关重要，是人类战胜疫情的关键。“中方正同包括加拿
大在内的世界各国积极开展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我们愿继续
同加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速新冠肺炎医疗产品的研发生产，为维
护全球卫生安全和抗击疫情作出努力。”

外交部证实

中国正同加拿大开展

疫苗研发合作

新华社东京 5 月 13 日电（记者王子江）日本媒体 13 日报
道，当天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相扑选手胜武士生前患有糖尿病，
但他的去世与发烧多日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有很大关系，他从发烧到
确诊竟然隔了 6 天。

《日刊体育》报道， 28 岁的胜武士 4 月 4 日就出现了发烧症
状，但他接连多日给医疗机构打电话，都得不到救治，请求多家医
院后也被拒绝接收。 4 月 8 日晚，他才被救护车送到东京的一家
大学医院，但新冠检测结果是阴性。 4 月 9 日，他病情恶化，被
转移到另外一家大学的医院， 4 月 10 日新的检测结果显示，他感
染了新冠病毒。

4 月 19 日，胜武士病情继续恶化，被转至重症监护室接受治
疗，但最终未能脱离危险。 13 日早上，他因多脏器衰竭去世，成
为日本第一位 20-30 岁年龄段的遇难者。

胜武士出生于日本山梨县， 2007 年初中毕业后开始职业生
涯，在第四级的选手中一度排名达到第 11 位。他身高只有 1 米
65 ，但腰部和腿部力量很强。据报道，他“性格开朗”。因为患
有慢性糖尿病，他住院后一直很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胜武士确诊前来自东京的高田川部屋。而就在 4 月 25 日，高
田川部屋的负责人高田
川本人和另一位职业选
手白鹰山也被确诊感
染，日本相扑协会没有
透露这两人是否是被胜
武士传染，但表示两人
都已经治愈出院。

日本相扑协会主席
八角信芳发表声明说：
“我可以想象他在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与疾病进
行了多么艰难的搏斗。
但作为一名斗士，他一
直在勇敢地坚持，直到
最后一刻。希望他安
息。”

据报道，日本相扑
协会将对所有希望得到
检测的成员进行新冠病
毒检测，时间大约持续
一个月。

日媒：死于新冠的

日本相扑选手患有糖尿病

发烧多日无医院接收

欧洲多国 12 日的数据显示，新冠疫
情总体呈向好态势，但风险犹存。多国开
始放松相关限制性措施，同时表示将保持
谨慎，并已做好再次收紧限制的准备。此
外，各国纷纷出台新举措，以应对疫情对
经济带来的冲击。

截至 12 日下午，意大利累计确诊病
例 221216 例，累计死亡 30911 例。意大
利民事保护部门 1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当天的重症病例数降至 999 例，为 3 月
11 日以来首次降至 1000 例以下。意政府
官员表示，自 5 月 4 日部分“解封”以
来，疫情没有反弹。

截至 12 日零时，德国累计确诊病例
170508 例，累计死亡 7533 例。德国罗
伯特·科赫研究所副所长拉尔斯·沙德表

示，目前德国每日新增病例数已进入稳定
期。

12 日，比利时新增确诊人数、新增
住院人数及重症住院患者与前一天相比均
有所下降。比利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于
13 日开会，讨论将于 5 月 18 日开始的第
二阶段“解封”措施。

截至 1 2 日，罗马尼亚累计确诊
15778 例，日新增 190 例，为一周来最
低；芬兰累计确诊达 6003 例，日新增
19 例，保持了连日来的缓和势头；塞浦
路斯累计达 903 例，日新增确诊 2 例，
自 4 日该国放松管制以来，日新增病例
均保持在个位数。

德国联邦政府与各州 6 日达成协
议，在保留关于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等规

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松管制措施。但日
前德国北威州和石荷州出现聚集性感染。
按照协议，当某地达到 7 日内累计每 10
万人中有 50 例新增病例的水平，当地即
恢复“封城”措施。

法国布列塔尼大区卫生机构 12 日宣
布，一家医疗中心发生聚集性感染事件，
自本月 1 日以来，已有 46 人确诊。 5 月
以来，法国多地发生聚集性感染事件，政
府表示对“解封”后疫情卷土重来的可能
性须保持高度警惕。

芬兰学校将于 5 月 14 日重新开放。
芬兰教育部长里·安德森 12 日表示，已
做出特殊安排以确保复课后学生的安全。
但一旦出现校园感染，将“最快在一天
内”重新关闭学校。

西班牙卫生部 12 日说，目前西班牙
疫情保持稳定，但考虑到入境者很可能成
为新的风险源头，要求自 5 月 15 日起至
国家紧急状态结束，所有从外国入境者需
接受 14 天隔离。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 12 日宣布，
将在司法部下设立新的职能部门，以保证
第二阶段“复工复课”顺利进行。该部门
将一直保留，防范可能的新冠疫情反复和
其他“大流行病”。

拉脱维亚将于 13 日起恢复大部分常
规医疗服务，但医疗机构必须采取防控措
施，限制院内就诊人数、提供个人防护设
备并严格采取消毒措施。

(新华社赫尔辛基 5 月 12 日电)

欧洲疫情向好风险犹存 各国解封仍保持谨慎

新华社柏林 5 月 12 日电（记者任珂 田颖）德国柏林沙里泰
大学医院病毒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 12 日再次驳斥了“新
冠病毒人造论”，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强化了带有政治目的的
危险阴谋论。

德罗斯滕当天接受北德意志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和欧
洲科学家均在蝙蝠携带的病毒中发现与新冠病毒略有不同，但是
“非常非常相似”的某种特征。因此，新冠病毒并非人造，而是在
自然界的进化过程中偶然产生的。

法国病毒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吕克·蒙塔尼耶先前对法国媒体表
示，新冠病毒基因组的某些片段与艾滋病病毒基因组的片段一样，这
表明新冠病毒是一种人造病毒。德罗斯滕对此予以驳斥，并表示这种
相似性“非常常见”，蒙塔尼耶有关人造病毒的说法“纯属一派胡言”。

德国病毒学家：

新冠病毒人造论

“纯属一派胡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