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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安曼4月17日电 中东
地区多国17日新冠疫情依然严峻，同
时仍在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其中
利比亚当天启动疫苗接种。

利比亚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达
德尔·安纳贾尔 17 日宣布，该国当天
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他表示，接
种疫苗的重点人群为医务人员、老人
以及慢性病患者等。截至目前，已有
近 50 万人在网上申请接种。利比亚
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利
比亚累计新冠确诊病例171131例，累

计治愈156344例，累计死亡2882例。
伊朗卫生部 17 日报告伊境内新

增 确 诊 病 例 21312 例 ，累 计 确 诊
2215445 例；新增死亡 319 例，累计死
亡 66327 例；新增治愈 11191 例，累计
治愈 1772688 例。伊朗卫生部官员
表示，当前伊许多城市疫情已经超
出红色风险等级标准，达到前所未
有的峰值。卫生部门预计疫情将更
加严峻，各地医疗机构压力将进一
步上升。

土耳其卫生部 17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该国新增确诊病例62606例，累
计确诊 4212645 例；新增死亡 288 例，
累计死亡 35608 例。此外，土耳其累
计接种新冠疫苗超1995万剂。

巴勒斯坦卫生部长马伊·凯拉17
日表示，近期变异新冠病毒仍在加沙
地带肆虐，新增病例数居高不下。巴
卫生部当天报告全国新增确诊病例
1618 例，累计确诊 308579 例；新增死
亡28例，累计死亡3251例；新增治愈
1773 例，累计治愈 273679 例。迄今，
巴勒斯坦累计有 159700 人接种了第

一剂新冠疫苗，有 23113 人接种了第
二剂疫苗。

黎巴嫩卫生部17日公布，全国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 1695 例，累计确诊
508503 例，累计死亡 6886 例，累计治
愈 423848 例。此外，黎巴嫩累计有
237204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有
126654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

摩洛哥卫生部 17 日更新数据显
示，该国当天新增确诊病例600例，累
计确诊 505447 例，累计死亡 8944 例，
累计治愈491537例。

中东多国新冠疫情依然严峻

图片均为4月17日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米尔布雷参加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和仇恨犯
罪。当日，民众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米尔布雷市举行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和仇恨
犯罪。 新华社发

美国加州举行集会

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和仇恨犯罪

据新华社新德里4月18日电（记者
胡晓明） 据印度卫生部18日公布的数
据，该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61500 例，创疫情以来新高，累计确诊
14788109例；新增死亡病例1501例，累计
死亡177150例。

近来，印度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数连创新高。官方数据显示，4月5日印
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万例，
15 日首次超过 20 万例，至 18 日单日新
增病例数已连续4天超过20万例。

由于新冠疫情不断恶化, 印度首都
新德里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多地报告病
床、医用氧气和药品等医疗资源短缺，要
求政府尽快增加供应。

印度总理莫迪17日晚主持召开高级
别会议，讨论疫情应对措施。莫迪要求地
方政府必须积极主动回应民众关切，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增加病床数量，包括设立临
时医院和隔离中心等；尽快增加医用氧气
供应，动用一切资源增加疫苗产量。

日增26万例

印度累计新冠病例数逼近1500万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者
18 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日前中
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同美
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上海
举行会谈。

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领
导人气候峰会、联合国气候公约第
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议题进行
了坦诚、深入、建设性沟通交流，取
得积极进展，达成应对气候危机联
合声明，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对话合
作渠道。

双方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对人
类生存发展严峻而紧迫的威胁，
中美两国将加强合作，与其他各
方一道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危机，
全面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原则和
规定，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作出
贡献。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对
话，在强化政策措施、推动绿色低
碳转型、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低
碳发展等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与
合作。

中美达成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4月17日，一名印度安拉阿巴德的男子等待重新装填医用氧气瓶。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东京4月 18日电
（记者华义） 日本栃木县 17 日晚
报告出现猪瘟疫情，共约3.7万头
猪将被扑杀。这是日本2018年发
生猪瘟疫情以来扑杀猪数量最多
的一次。

据栃木县政府和日本农林水
产省17日发布的消息，栃木县那
须盐原市的两个养猪场出现猪
瘟疫情，两个养猪场共饲养 2.8

万头猪，没有发生疫情的另一个相
关养猪场约9000头猪也将同时被
扑杀。

2018 年 9 月，日本时隔 26 年
再次发生猪瘟疫情，随后疫情扩散
至全国多地。到2020年9月，由于
未能在两年内扑灭猪瘟疫情，日本
失去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定的
猪瘟“净化国”地位，这意味着日本
产猪肉出口会受到影响。

日本栃木县出现猪瘟疫情
将扑杀约3.7万头猪

据新华社乌兰巴托4月18日电
（记者阿斯钢 苏力雅）蒙古国卫
生部18日通报，蒙古国过去24小
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340 例，再
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数新高。

蒙古国卫生部的数据还显
示，该国目前已累计确诊 21995
例 ，累 计 死 亡 50 例 ，累 计 治 愈
11877例。

蒙古国卫生部新闻发言人乌干

巴亚尔18日说，由于收治新冠患者
的定点医院超负荷运转、床位短缺
等问题，蒙古国目前有4000多名轻
症患者只能居家隔离并接受治疗。
蒙古国国家紧急情况委员会正致力
于增加这类定点医院，并准备启用
方舱医院。

乌干巴亚尔警告说，目前还在
实施全民警戒状态，但有不少民众
不遵守防疫规定，这可能会减弱防
疫措施的预期效果。

蒙古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
再创新高

新华社芝加哥4月 18日电
（记者徐静） 据美国当地媒体 18
日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
一家酒吧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

当地警方在 18 日清晨就此
事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警方
当 天 凌 晨 1 时 许 接 到 枪 击 报
警。枪手行凶后逃离现场，警方
正在搜捕。2 名伤者已送往当

地医院。
警方表示，此次枪击是“目标

明确的孤立事件”。
据非营利组织美国枪支暴力

档案室发布的最新统计，2021 年
美国已报道 147 起严重枪击事
件。最近一起是15日深夜发生在
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
市一联邦快递中心的枪击事件，造
成至少8人死亡。

美威斯康星州一酒吧发生枪击事件

据新华社河内4月18日电（记者
陶军）“壮美越南·壮美中国”图片
展18日上午在越南首都河内开幕，
近400名越南青年学生当天观赏精
彩图片，体验中国瑰丽文化。

该图片展共展出30余幅珍贵照
片，生动再现中越两国的友好历
史，荟萃呈现两国的壮美风景。现
场还播放了介绍设立在中国广西
师范大学的越南学校纪念馆的专
题片，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体验活动。

越南河内大学中文系主任、河
内大学孔子学院理事丁氏青娥在开

幕典礼致辞中表示，无论世界风云
怎样变幻，越中两国睦邻友好的重
大意义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在各领
域交流合作的潜力巨大、前景广
阔。希望通过图片展加深两国人民
的相互理解，让越中友谊代代相传，
泽被后世。

河内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罗
军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
和平的守护者、创造者，希望图片展
为年轻一代深入了解中越传统友好
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中
越传统友谊，打开一扇大门。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文化参赞彭

世团表示，图片展向越南青年介绍
了两国友好历史，希望两国青年传
承和发扬传统友谊，为促进各自国
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世界和平
贡献力量。

越南外贸大学三年级学生阮清
书对学习中文很感兴趣，目前汉语
水平考试达到5级水平。她说，知道
今天举办这个图片展，所以早早就
来了，“看了图片展览，我更加了解
越中友谊，理解中国文化，感受到中
国的美丽风景，我会更加认真学好
中文，希望毕业后能去中国工作，为
越中友谊作贡献”。

“壮美越南·壮美中国”图片展在河内开幕

4月18日，在新西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的小河镇举行的南瓜节上，孩
子们在参选“最大南瓜”的大南瓜前留影。

当日，一年一度的南瓜节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郊外小河镇举行。
在南瓜节上，人们评选最大南瓜，最美南瓜，最艺术南瓜等，节日活动全部
围绕南瓜主题举行，现场美食多为新鲜的南瓜汤和南瓜饼，特别受到孩子
们的喜爱。 新华社发

南瓜节给孩子带来欢乐

新华社利马4月17日电（记者
张国英）一架军用直升机 17 日在秘
鲁东南部库斯科地区坠毁，导致至
少 5 人死亡、5 人受伤，另有 2 人下落
不明。

据秘鲁武装部队联合指挥部当天
在其推特上发布的消息，坠机事件发
生在当地时间9时15分左右。一架载
有 12 名武装部队成员的直升机在执
行一项缉毒任务时突遇机械故障，坠
入河中。

秘鲁军方说，坠机事件发生后，救
援人员随即展开营救，目前仍在寻找
失踪人员。

秘鲁直升机坠毁
致5死5伤

据新华社基辅4月17日电（记者
李东旭）乌克兰17日发表声明，要求
俄罗斯驻乌大使馆一名高级外交官自
19日起的72小时内离开乌克兰。

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俄方挑衅
的回应”。乌克兰外交部对乌驻俄罗
斯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一名外交官 16
日遭俄方“非法拘押”并被要求在 21
日前离境一事表示强烈抗议，完全拒
绝俄方对乌领事官员的指控。

另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天发布
的消息，乌克兰驻圣彼得堡总领馆一
名领事 16 日被俄方拘留。俄外交部
指责其从事与领事身份不符的活动，
损害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俄方宣布
此人为不受欢迎的人。

受乌克兰东部局势升温影响，俄乌
关系近期进一步恶化。乌方称，俄罗斯
在乌俄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对乌安全构
成威胁。俄方则指出，北约国家及其他
势力的军事力量在俄边境地区正变得
更为活跃，这迫使俄方保持警惕，俄正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边境安全。

乌克兰要求俄
一外交官限期离境

新华社伦敦4月17日电（记者
张代蕾 梁希之）英国已故菲利普亲
王的葬礼 17 日在温莎城堡内的圣乔
治教堂举行。

葬礼于当地时间17日下午3时开
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王储查尔
斯等30名王室成员身穿黑衣、戴黑色
口罩出席。部分民众在温莎城堡外献
花悼念。

葬礼开始前，英国全国默哀一分
钟。葬礼时长约50分钟，全程电视转
播。葬礼结束后，菲利普亲王的棺椁被
送入圣乔治教堂地下的王室墓室安葬。

按英国现阶段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要求，参加葬礼人数上限为 30 人，因
此出席当天葬礼的仅限王室成员。

按英国君主制，菲利普亲王的葬
礼可按国葬规格举行。但英国王室此
前发表声明表示，按照菲利普亲王个
人意愿并得到女王批准，同时遵循英
国政府防疫控制措施，本次葬礼按王
室葬礼规格举行，而非国葬。

英国菲利普亲王
葬礼在伦敦举行

新华社大马士革 4 月 18 日电
（记者郑一晗 汪健）叙利亚议会 18
日宣布，叙总统选举投票定于 5 月
举行。

叙利亚人民议会议长哈穆达·萨
巴格当天在议会会议上宣布，叙境内
总统选举投票定于5月26日举行，境
外公民投票将于 5 月 20 日先期进
行。本月 19 日至 28 日，有意参加总
统选举的人可向叙高级宪法法院递
交申请书。

根据叙利亚宪法，总统任期7年，
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需获得
绝对多数选票才能当选。

现总统巴沙尔自 2000 年开始连
任至今，尚未表示是否参加今年的总
统选举。

叙议会5月举行
总统选举投票

4月18日，工作人员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为进入一处市场的人员
测量体温。当日起，乌兹别克斯坦加大新冠疫情防控力度，措施包括限制
餐厅和公交车内人数不超过额定座位的一半、加强公共场所测量体温和
消毒等。 新华社发

乌兹别克斯坦加大疫情防控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