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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例在美激增
专家：应警惕第三波疫情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16日更新的
数据显示，10月15日全美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63486例，创7月31日以来单日新增病例
数新高。最近一周，美国平均日增确诊病例超5
万例，平均日增死亡病例约700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日援引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数据分析说，全美有35个州过去一
周新增确诊病例数比前一周增加10%以上，多个
州近期的7日平均新增病例数创下疫情暴发以
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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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表示，一些州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随之而
来的将可能是入院率的上升和死亡病例的增
加。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流行
病学副教授贾斯廷·莱丝勒说：“公共卫生领域的专
家们此前一直担心，随着秋冬季到来，美国第三波
疫情将会来袭。”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日前联合发
布的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有
近7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美国华盛顿
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最新预测显示，依照
目前疫情发展趋势，到2021年2月1日，美国累
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可能达到近40万例。

住院治疗人数不断攀升
部分居民被迫跨州求医

与美国疫情暴发初期不同，目前，新冠疫情
在美国许多乡村地区广泛传播。专家称，美国
目前似乎没有一个区域是安全的，看似人口分
散、病毒相对不易传播的一些乡村地区，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数量也在稳定增加。

专家们直言，过高的感染率将使美国民众
今年冬天格外艰难。

全美范围内的住院人数也正在上升，一些
州的疫情已经恶化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例如，
在北达科他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比一周前增
加了近34%。当地官员担心，该州医院可能没有
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所需的人手。该州公共卫
生中心主任雷娜·莫奇说：“疫情暴发之前，我们
就有医护人员短缺的问题。现在，疫情带来的额
外工作量已经影响到医院的收治能力。”

莫奇透露，由于北达科他州一些医院床位
已满，偏远地区居民不得不跨越州际线，驾车数
小时前往其他州求医。“对我们来说，这是最糟
糕的情况。”莫奇表示，“不幸的是，随流感季节
到来，能预见情况会变得更糟。”

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表示，本月，该州
住院人数比上月增加101％。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直
言，住院人数攀升，紧随其后的可能是每日死亡人
数的上升。 据央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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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一：关爱呵护“留守儿童”细化监护人监护职责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作出全面规定，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
方面的保障，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保障未成年
人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等。

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留守儿童”群体规模也在不断加大。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
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要求其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

监护人将未成年人“一托了之”怎么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明确，确定被委托人时要“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并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
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
人亲情关爱。

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检察研究中心教授宋英辉说，此规定将避
免实践中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导致监护实际缺位的问题，保障未
成年人的安全、健康、教育等。

亮点二：筑牢网络安全“防火墙”加强监管防止沉迷

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孩子们在尽情遨游互联网海洋的同时，
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网络安全风险。网络沉迷、网络欺凌、网络色情等
问题频发，如何保障和引导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增设“网络保护”一章。针对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等问题，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规定：网络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
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
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在应对网络欺凌方面，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规定，遭受网
络欺凌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
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
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网络欺凌行为，防止信息扩散。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表示，新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从政府、学校、家庭、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同主体出发，对网
络素养教育、网络信息内容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沉迷预防和网络欺
凌防治等内容作了规定，力图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线上线下全方位保护。

亮点三：不做“沉默的羔羊”强化各方报告义务

现实生活中，一些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出于恐惧等原因不敢报告。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报告义务，规

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
提出检举、控告。

“这是从强制报告的角度，进一步解决‘发现难’的问题。”北京青少
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社会保护方面的另一大亮点，是强化

了住宿经营者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要求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
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
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
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表示，该条款是未成
年人保护共同责任原则的体现，今后在条款落实上，可参照网吧管理模
式，要求住宿经营者设置警示标志、严格年龄核实义务等。

亮点四：强化学校“防线”向校园欺凌说不

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及性骚扰案件，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
对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为，学校、幼儿园不得隐瞒，应当
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此外，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要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
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
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从世界各国的相关数据和经验来看，性侵未成年人等犯罪的再犯
率是比较高的。”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

任苑宁宁说，对于有过这些犯罪记录的人员，应限制他们从事相关职业。
在防治校园欺凌问题上，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学生欺凌，

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
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学
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
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
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

据新华社电

聚焦新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

首次对学生欺凌进行定义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17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 年6月1日起施行。

给孩子们一个更安全、更温馨的成长环境，是全社会的共同心愿。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将如

何进一步织密法治之网、筑牢法律基石，提升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化水平？记者进行了梳理。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
时间18日7时24分，美国累计
确诊病例达8100662例，死亡病
例为219156例。从9月25日超
700 万例到 10 月 16 日超 800 万
例仅用时21天，意味着每41名
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感染。

近期，美国多个州单日新
增病例数持续走高，公共卫生
领域的专家们此前一直担心，
随着秋冬季到来，美国第三波
疫情将会来袭。

随着金地产业格局日渐成熟，金地已形
成了通用产业园、专业产业园、旧改文创园、
产城综合体四类产品线，通过定向匹配产业
需求，契合园区主导产业特性，一站式解决入
园企业生产经营需求。

在此基础上，产业园、文旅和医疗等新板
块，也将在武汉相继推进与落定，为武汉产城
融合开创新篇章。

据悉，4 月 28 日，金地集团与江夏区完
成大桥现代产业园核心地块一产业项目
的土地交易，并签署合作协议。该项目占
地 面 积 约 175 亩 ，建 筑 面 积 约 18 万 平 方
米，未来将打造以智能制造、光电信息和
高端汽车零部件为主导产业的产业创新
高地。

此外，金地还将积极推进产业园、生命科

学、人工智能、医疗、文旅等领域的合作，加快
布局建设金地国际产业新城，为武汉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在金地集团董事长凌克的眼中，金地在
过去10年，基本上做到全品类的地产开发，未
来10年将致力于孵化新产业、开发新城区，做
到真正的产城融合，这将是金地非常重要的
增长极。

金地：以科技、产业双驱动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金地威新江夏智造园开工仪式。深圳金地威新软件科技园实景图。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新格局之下，致力打造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重要枢纽，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全国科创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武汉

正展现重要的作用和作为。

日前，金地集团董事长凌克来汉，宣布将“加快布局建设金地国际产业新

城，为武汉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过去的10年，金地集团基本上形成了全品类的地产开发运营能力。对于

未来发展愿景，在近期的媒体采访中，凌克表示，金地的未来有两个目标，一

是成为一家综合型的城市服务提供商，二是成为产城融合的新城区发展商。

如今的金地，已经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科技产业的合作、孵化、运营协同体

系。与城市共生长，金地将在武汉持续深耕,以“城市服务商”与“产业运营

商”之新姿,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大格局大作为 武汉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
“武汉科教优势明显、创新资源丰富，

能有今天的发展基础，靠的就是创新。”9
月 17 日，武汉市召开会议，发出“努力实现
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在构建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武汉作 为 ”的 动 员
令。

育新机、开新局，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

动能，武汉不断开启科创发展新引擎。今年
以来，武汉在科技创新领域不断诞生新产品、
实现新突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出全
国首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武汉北斗应用摘
取中国导航定位领域最高奖；武汉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正式进入全面建
设阶段……

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武
汉大力发展未来经济，努力建设全国科创中
心城市，在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武汉
全力以赴。

重点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科
技产业的金地集团，认可并参与武汉科技力
量建设。

大产业大布局 金地要做综合城市服务商
作为中国较早上市并全国化布局的房地

产企业，1988年成立、历经32年深耕发展、国
际布局，金地集团已发展成为集房地产开发、
商用地产及产业园开发运营、房地产金融、物
业服务、体育产业运营、家装产业、代建产业、
教育产业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型上市公司。
目前业务覆盖中国七大区域、65座城市，并在
美国8个城市和地区落地共14个项目。

近年来，金地在体育产业运营上亮点频
出 。 2018 年 ，金 地 集 团 助 力 深 圳 获 得 了

“2019—2028”十年 WTA 总决赛举办权。此
后，“弘金地体育”作为赛事独家运营方，完美
呈现了 2019 年首届深圳 WTA 年终总决赛。
通过多年的运营，弘金地体育已形成赛事管
理、球员管理、体育综合体及场馆管理、社区体
育管理平台四大产业集群，在国内首屈一指。

自2003年金地集团华中区域公司在汉成
立，已打造金地·格林小城、金地国际花园、金
地京汉·1903、金地自在城、金地悦江时代、金
地悦海湾、金地·城与城等二十余个经典项
目。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19 武汉
房地产企业市场占有率TOP30”排行榜，金地
集团以3.40%的市场份额，位居TOP4。

深入城市发展脉络，金地将多元业务格
局发展到武汉。2018年，金地广场购物中心
落子武汉。在这座总体量约110万平方米的
综合型生活大城，购物中心开业首日客流即

超12万人。
住宅与商业之外，金地教育、金地新家、

弘金地网球等业务触角也深入武汉，展开与
城市共美好的更多篇章。2020年9月，金地教
育华中第一个落地项目——金地幼儿园在武
汉金地格林小城盛大开园。金地教育致力于
构筑“STEAM+X”新生态圈的产业链，以K12
教育、国际教育、学前教育、社区教育作为支撑
业务，聚合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英美TOP30的国际名校等国内外顶级教
育品牌和资源。目前，金地教育已全面布局深
圳、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十余座城市。

贯穿全生命链美好周期，金地不断拓展
城市综合服务布局，陆续进入康养、医疗等多
元业务领域。经过不断发展，金地康养已形
成以综合性养老社区为主、机构养老为辅、社
区嵌入式养老为补充的业务格局，聚焦以健
康管理为核心的轻资产运营能力，目前已布
局深圳、南京等多座城市。

回顾历史，金地的产业格局最早可追溯
至1988年，从深圳市福田区金地工业园启航，
金地开启深耕中国产业园区的宏伟蓝图，被
业内人士称为“科技创新产业引领者”。

2016年，金地集团成立专注于产业园区开
发建设及运营管理的子公司“金地威新”，以

“打造国际化的全产业平台”为核心，金地威新
打造了科技创新园、先进智造园、文化创意园

等标杆园区。先后落地深圳金地威新软件科
技园、上海金地威新闵行科创园、上海金地威
新嘉定智造园等高端智造产业创新基地。

32 载乘风破浪，金地产业在获得行业高
度认可的同时，其产业板块也步入了发展快
车道。截至 2020 年 6 月底，金地自主开发及
轻资产运营的纯产业类项目共29个，总面积
超300万平方米。

在产业地产领域，与做产业新城、产业投
资、产业运营的行业房企不同，金地产业板块
涵盖了产业园开发、投资孵化、运营及研究咨
询等业务，重点聚焦行业前沿科技。

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是
金地跟进的重要产业领域。但与传统的产业
投资基金不同，金地通过“空间运营+孵化+加
速”，培育“独角兽”企业，形成高科技产业集
群，以呼应服务城市产业升级的需要，形成集

“合作、孵化、产业”一体化的金地高科技产业
生态圈。对此，凌克表示：“我们一直希望帮
助高科技的创业者进行投资，然后让他们入
驻我们的孵化器，到一定阶段，他们可以入驻
我们的加速器，最后也能够入驻我们的产业
园区，这是金地做科技产业园区的完整思
路。”

可以说，确定这两大产业方向，不仅仅对
于金地而言，更对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升级
转型以及“内循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帮助。

大武汉大未来 产业落地共谋发展

金地集团独家运营的2019深圳WTA年终总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