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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
织：截至欧洲中部
时间1日10时（北
京 时 间 1 日 16

时），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
一日增加163939例，达到
10357662例；死亡病例较
前一日增加4188例，达到
508055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截至北京时间2日7
时50分，全球新冠确诊病
例达10653987例，死亡病
例为 514697 例。美国是
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
诊病例达2678202例，死
亡病例为127970例。

加州是美国人口第一大州。纽瑟
姆1 日宣布的防疫新规将执行三周，
适用于洛杉矶等 19 个县，涉及大约
3000 万人。他说：“新冠病毒的传播
速度令人非常忧虑。”

截至6月29日的数据显示，过去
两周，加州新冠确诊病例增加45%至
大约 25 万例，住院人数增加 52%至
5077人。

加州疫情最严重地区是与墨西哥
交界的因皮里尔县。那里新冠感染率
达20%，超过加州平均值的两倍，医院
不堪重负。因皮里尔县1日开始执行
加州最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禁止任

何规模的非必要聚集，禁止商店购物
和室内宗教活动。

为确保落实防疫新规，纽瑟姆说，
加州监管部门和公路巡逻队正联手组
建“突查队”，更加积极地查处违规经
营者，叫停违规活动。

加州1日晚些时候重新启用4处
临时医院，可以收治大约300名患者。

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得克萨斯、
佛罗里达和佐治亚等州疫情同样吃
紧。新墨西哥州州长米歇尔·格里沙
姆1日把州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延长至
7月15日，决定强制要求民众戴口罩。

“新墨西哥州目前仍有能力改变

新冠病毒的可怕传播轨迹，”格里沙姆
说，“但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正紧盯得
克萨斯、亚利桑那和其他一些疫情严
重的州如何应对。”

印第安纳州州长埃里克·霍尔库
姆1日宣布暂缓推进经济重启计划直
至7月中旬，要求餐厅、酒吧和娱乐场
所暂缓提高接待人数上限，保持集会
人数上限250人不变。亚利桑那州州
长道格·杜西6月29日要求酒吧、夜店、
健身房、电影院等场所关闭至少30天，
公立学校至少推迟至8月17日开学。

纽约市先前是美国疫情最严重地
区之一，近期新增病例减少。纽约市
原定7月6日恢复室内餐饮营业，1日
宣布推迟执行。依据美国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1 日发布的数据，美国过
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52898
例，死亡病例 706 例。美国迄今确诊
病例超过 268.2 万例，死亡病例超过
12.8万例。 据新华社专特稿

疫情反弹

美国多州经济重启按下“暂停键”

日本：连续4天超过百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统

计，截至当地时间7月1日20时30分
（北京时间19时30分），日本当日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126例，这是连续第4天
超过百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今后疫情
恶化，有可能再次宣布紧急状态。

法国卫生部长:新冠疫
情已得到控制

法国卫生部长韦朗 2 日表示，法
国自 5 月 11 日“解封”以来发生超过
200 起新冠聚集性感染事件，但总体
而言目前疫情已得到控制。

韦朗说，在过去的10周，法国住院
接受治疗的新冠患者人数一直在下降，
相关指标表明“疫情已经得到控制”，聚
集性感染事件的影响范围也不大。

福奇：全美将有可能每
天增加10万病例

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
要成员、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安东尼·福奇6月30日表示，如果
美国目前的新冠疫情形势得不到扭
转，全美将有可能每天增加10万病例。

中东多国：继续放松管控
7月1日中东多国新冠确诊病例

数继续保持高位增长，埃及、土耳
其、黎巴嫩和阿联酋等国继续放松
管控，中东地区疫情防控局势依然
严峻。

从7月1日起，土耳其的电影院、
结婚礼堂、网吧、游戏厅开始营业。根
据土耳其卫生部7月1日的统计数据，
该国累计确诊 201098 例，累计死亡
5150 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和
预防部7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
新增确诊病例402例，累计确诊49069

例，累计死亡 316 例，累计治愈 38160
例。阿联酋 7 月 1 日重新开放全国
770座清真寺和其他宗教场所。

巴西：累计死亡病例数
位列全球第二

据巴西卫生部6月30日下午公布
的疫情数据，巴西累计确诊 1402041
例，累计死亡59594例。巴西的累计确
诊和累计死亡病例数均位列全球第二，
仅次于美国。数据还显示，巴西累计治
愈病例790040例，治愈率达56.3%。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日增163939例
福奇说如不扭转形势全美可能日增10万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日电
（记者高攀 许缘）旨在更新和替
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国-墨
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
协定）于1日正式生效。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多次

威胁终止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批评该协定造成美
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重新谈
判。经过一年多艰难谈判，美墨加
三国于2018年9月就更新北美自
贸协定初步达成一致。

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

7月2日，救援人员在缅甸克钦邦帕甘地区转移遇难者遗体（手机拍
摄）。缅甸宣传部2日发布通报说，该国北部克钦邦帕甘地区一处矿区发
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96人死亡。 新华社发

缅甸北部矿区发生坍塌事故

7月1日，墨西哥国民警卫队人员在瓜纳华托州伊拉普阿托市的袭击
现场警戒。墨西哥中部瓜纳华托州伊拉普阿托市一戒毒所当天遭武装分
子袭击，至少24人死亡。 新华社发

墨西哥一戒毒所遭袭24人死亡

俄罗斯修宪全民公投结束

7月1日，一名戴着口罩的女士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一个投票站投票。
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7月1日晚结束。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表

示，将于2日开设信息中心公布投票初步结果。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1日电
俄罗斯黑海舰队苏-27战机7月1
日在黑海水域上空拦截一架美军
侦察机。

俄罗斯媒体1日援引俄南部军

区的声明报道说，俄罗斯南部军区
防空部队当天在黑海水域上空发现
一架美国空军RC-135W“联合铆
钉”侦察机，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派
出苏-27战机紧急升空拦截目标。

俄战机拦截美军侦察机

据新华社专特稿 墨西哥外
交部 1 日发布消息，总统安德烈
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定于8日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
首次会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洛佩斯当天在一场新闻发布
会上说，这次访问意在庆祝“美

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生效。
国际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墨西哥国
内不大受欢迎，洛佩斯这次出访面
临批评。

洛佩斯 2018 年 12 月就任总
统，这将是他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国
访问。

墨总统8日访美首会特朗普

欧盟统计局 2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受新冠疫情及防控措施影响，5月
份欧盟和欧元区失业率继续攀升。

数据显示，欧盟 5 月失业率为
6.7%，高于4月的6.6%；欧元区5月失
业率为7.4%，高于4月的7.3%。

数据还显示，年轻人和女性失业
率相对较高。欧盟5月年轻人失业率

为15.7%，比4月的15.4%有所上升；欧
元区年轻人失业率为 16%，高于 4 月
的15.7%。

欧盟 5 月女性失业率为 7.2%，高
于4月的6.9%；男性失业率为6.4%，与
4月持平。欧元区女性失业率从4月
的7.7%升至5月的7.9%，男性失业率
保持在7%。 综合新华社电

疫情推高欧盟和欧元区5月失业率

图①：人们在土耳其安卡拉的公园休闲。据土耳其卫生部7月1日的统计数据，该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192例。
图②：在泰国曼谷一所学校，学生们戴着口罩在安放了透明塑料隔板的课桌上学习。泰国中小学生从7月1日开始返

校上课，学校必须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
图③：一名戴口罩的男子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行走。7月1日，阿根廷政府开始重新实行强制性的社交隔离

措施。 新华社发

左图：一名游客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亨廷顿海滩游玩。右图：医护人
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新冠病毒
检测工作。 新华社发

美国部分地区新冠疫情近期反弹，加利福尼亚州等
多个州暂停或放缓经济重启步伐。加州州长加文·纽瑟
姆1日要求19个县关闭酒吧、博物馆、电影院，禁止餐厅
堂食等室内活动。

据新华社微特稿 沙特阿拉伯
国家电视台 1 日报道，由于也门胡
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
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这一反政府武
装发起军事行动。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
报道，多国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
及北部马里卜、焦夫、贝达、哈杰和
萨达省。空袭从白天持续至夜晚。
萨那多名居民说，空袭猛烈。

多国联军
打击也门胡塞武装

●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7
月1日开始移除当地邦联雕像。
里士满曾是美国内战时期主张
维护奴隶制的南方邦联首都，拥
有许多邦联时期人物雕像。

●因新冠疫情应对不力而备
受批评的新西兰卫生部长戴
维·克拉克2日宣布辞职。

●立陶宛央行7月1日宣布发
行收藏币，以纪念面对新冠疫情
世界表现出的团结与休戚与共。

●美国交通部1日公布的报告
说，调查显示，美国波音公司提
交的737 MAX系列飞机认证
文件中未提供飞机控制系统的
关键设计变化信息，以至于美联
邦航空局审批时未把重点放在
降低该控制系统的相关风险上。

●日本三菱飞机公司1日披露
2019财政年度报告，显示净
亏损达到创纪录的5269亿日
元。（约合346亿元人民币）。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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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者成欣）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一事，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中方对美国会执意推进
审议有关涉港消极议案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

赵立坚表示，中方已多次就
香港国安法阐明严正立场。香港
国安法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并公布实施。该法为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障香
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确
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了强
大制度和法律保障，得到了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
拥护和支持。

“美国一些人包藏祸心，一直
不遗余力地策划、制造、煽动所谓
的‘美丽风景线’，建议他们还是把

‘美丽风景线’留给自己吧！”赵立
坚说。

外交部：美国一些人包藏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