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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7日电
（记者谭晶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 27 日发布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群体戴口罩的最新指导方案，称这些
群体可以在无需戴口罩的情况下进
行更多室内室外活动。

根据指导方案，已完成疫苗接种
的群体在户外聚会或户外活动时无需
戴口罩，除某些人群拥挤的场所外；与
其他已完成疫苗接种的群体或与来自
另一户家庭未接种疫苗的群体在室内
小规模聚会时，无需戴口罩或保持 6
英尺（约1.8米）社交距离。

在美国境内出行时，出行前后无

需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出行后也无
需自我隔离；在国际旅行前无需进
行新冠病毒检测，除非目的国有相
关要求。

指导方案同时建议，已完成疫苗
接种的群体在室内公共场所、与超过
一户其他家庭未接种疫苗的群体在室
内聚会等应继续戴口罩，并且避免参
加大型室内活动。

目前，美国有 3 款获批紧急使用
的新冠疫苗，分别是美国辉瑞制药有
限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
研发的新冠疫苗，美国莫德纳公司与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合

作研发的新冠疫苗，以及美国强生公
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
苗。前两款为两剂接种，第三款为单
剂接种。

美疾控中心将“完成疫苗接种”
定义为接种辉瑞或莫德纳疫苗第二
剂 14 天后，或接种单剂强生疫苗 14
天后。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安东尼·福奇此前在接受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即使在接
种新冠疫苗后，美国人仍应继续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因为他们仍然可以
把新冠病毒传染给他人。

世界卫生组织也曾表示，目前尚
不清楚接种新冠疫苗能在多大程度
上防止被感染和将病毒传染给他
人。为了保护他人的安全，世卫组
织建议人们继续与他人保持至少 1
米的距离，咳嗽时遮挡口鼻或打喷
嚏时用肘部遮掩，勤洗手并戴口罩，
特别是在封闭、拥挤或通风不良的
空间内。

美 疾 控 中 心 网 站 最 新 数 据 显
示，截至 27 日，全美各地新冠疫苗接
种数量超过 2.3 亿剂，完成疫苗接种
的人数超过 9600 万，占人口总数的
约29.1%。

美国疾控中心发布最新指导方案

完成疫苗接种者在户外可免戴口罩

印度卫生部4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20万。由于疫情不断恶化，医疗资
源遭到严重挤兑，多地急症病床、医用氧气、呼吸机等告急，凸显了印度医疗体系的脆弱。

图①为众多市民戴着口罩在印度孟买排队等待接种新冠疫苗。
图②为4月27日，人们在印度巴特那等待为氧气罐充氧。
图③为4月28日，一名新冠病人在印度加济阿巴德路边吸氧。 新华社发

印度新冠死亡病例超过20万
4月27日，阿尔巴尼亚社会党的支持者在首都地拉那集会。阿尔巴

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28日宣布，执政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在25日举行的
议会选举中获胜，赢得第三个任期。 新华社发

阿尔巴尼亚社会党
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4月28日，消防员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火灾现场工作。拉脱维亚
首都里加市中心一家庭旅馆28日清晨发生火灾，已造成8人遇难。

新华社发

拉脱维亚首都一旅馆发生火灾

新华社努尔苏丹4月28日电
（记者张继业） 据中国驻哈萨克斯
坦大使馆28日消息，哈萨克斯坦总
统托卡耶夫日前表示，中国永远是
哈萨克斯坦的好朋友、好邻居、好
伙伴。

托卡耶夫27日在总统府会见中
国驻哈大使张霄。托卡耶夫强调，
哈中关系具有战略性、长期性和稳
定性。中国永远是哈萨克斯坦的好
朋友、好邻居、好伙伴。哈方坚定不
移奉行对华睦邻友好政策，两国人

民传统友谊不受国际风云变幻影
响。哈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合
组织、亚信及“中亚五国+中国”等多
边平台深化合作，不断增进互信。

托卡耶夫祝贺中国共产党迎来
百年华诞，盛赞中国人民取得脱贫
攻坚历史性胜利，高度评价中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他表示，期待以各种形式同中方密
切高层交往，不断推进全方位合作，
共同打造后疫情时代的数字丝路、
健康丝路和绿色丝路。哈方愿同中

方在便利人员往来、畅通跨境运输
等领域加强协调。

张霄说，当前中哈关系持续发
展，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两国共建

“一带一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
利益。在后疫情时代，双方应进一
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增进相
互了解和民心相通，加大在国际舞
台上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公平正义
和地区稳定，用更多实际成果不断
充实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内涵。

哈萨克斯坦总统表示

中国永远是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

新华社东京4月28日电（记者
刘春燕） 日本国会参议院 28 日批准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由于众议院此前已批准该
协定，此举意味着日本已完成 RCEP
批准程序。

日本政府此前发布RCEP经济效
果评估报告说，由于日本两个重要贸
易 伙 伴 中 国 和 韩 国 均 加 入 其 中 ，
RCEP 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超
过日本迄今签署的所有贸易协定。
报告预计，RCEP 有望使日本国内生
产总值提高2.7%，并创造57万个就业
岗位。

2020年11月，15个RCEP成员国
正式签署该协定。RCEP在6个东盟
成员国和 3 个非东盟成员国获批准
后，即可在这些批准的国家之间相互
生效。

目前，中国、新加坡和泰国已完成
批准程序。

日本国会批准RCEP

据新华社纽约 4 月 27 日电
（记者刘亚南） 由于石油输出国组
织（欧佩克）和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
油国27日宣布维持逐渐提高产量的
政策不变，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
显著上涨。

截至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6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3美元，收于每桶62.94美元，涨幅
为1.66%；6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
油期货价格上涨 0.77 美元，收于每
桶66.42美元，涨幅为1.17%。

欧佩克27 日发布声明说，欧佩
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会议决
定，继续执行4月初制定的从5月至
7月逐步增产的方案。4月初，欧佩
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同意5月日均
增产35万桶，6月增产幅度与5月相
同，7月日均增产约44万桶。

欧佩克表示，在宽松货币和财
政政策支持下，今年全球经济复苏
将继续，并在下半年加速。不过，近
期一些国家新冠疫情反弹，可能会
阻碍经济和原油需求复苏。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 27 日表
示，原油需求在恢复，但新冠疫情在
部分地区快速蔓延令人担忧。

伍德麦肯兹负责宏观石油市场
研究的副总裁安-路易斯·希特尔表
示，主要产油国坚持执行逐渐和谨慎
增产的决定，试图平衡印度等地可能
因疫情反弹而出现的需求下降与另
一些地方可能出现的需求复苏。

埃信华迈能源市场分析师马歇
尔·斯蒂夫斯说，虽然有观点认为美
国和英国经济复苏带来的原油需求
增加可以弥补印度减少的原油需
求，但印度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增加

令人担忧，并很可能阻碍全球需求
增长。

奥地利 JBC 能源的报告显示，
受疫情反弹影响，4月前半月印度柴
油和汽油消费分别环比下降 3%和
5%，预计 5 月印度汽油和柴油需求
将比3月分别下降29%和20%。

希特尔说，除需求外，油价面临
的另一个重大不确定性是伊核协议
相关方正在讨论美国重回协议的前
景。如果美国和伊朗共同恢复遵守
伊核协议，美国可能会解除对伊朗
的制裁，伊朗将向全球市场提供更
多原油。

瑞银集团石油分析师乔瓦尼·
斯陶诺沃日前表示，得益于新冠疫
苗快速接种和出行限制减少，预计
今年下半年全球日均原油需求将
上升。

主要产油国维持增产政策提振国际油价

据新华社里斯本 4月 27 日电
（记者赵丹亮）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27
日宣布，随着新冠感染人数大幅下降，
葡萄牙将于 29 日结束国家紧急状
态。此后，国家将进入防范措施相对
宽松的“灾害状态”。

德索萨当日发表电视讲话说，即
使不再延长国家紧急状态，民众仍需
要采取所有必要的防范措施，一旦疫
情反弹，他会毫不犹豫立即再次启动
国家紧急状态。

葡萄牙去年 3 月 19 日实施了史
上首次国家紧急状态，经过两次延
期后于 5 月初结束。随着秋冬季第
二波疫情到来，葡萄牙从去年 11 月
9 日起再次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延续
至今。

自疫情发生以来，葡萄牙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近 83 万例，死亡近 1.7 万
例。去年圣诞节和今年新年假期，葡
萄牙一度放宽防疫措施，随后疫情形
势急转直下，每日新增确诊和死亡病
例屡创新高，葡进入疫情暴发以来最
困难时期，政府从今年 1 月中旬开始
实施最严厉的封禁措施。随着疫情缓
解，今年3 月政府开始分阶段逐步解
封，学校恢复上课，商业机构、餐馆、咖
啡店恢复营业，市政部门开始现场办
公等。

根据葡萄牙法律，国家应对特殊
灾情措施分为三个级别，“紧急状态”
为最高级别，需总统提议、政府认可和
议会批准。

葡萄牙总统宣布
将结束国家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马尼拉4月28日电
（记者闫洁 刘锴） 亚洲开发银
行 28 日发布《2021 年亚洲发展展
望》报告说，尽管新冠疫情仍在持
续，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2021
年将迎来经济复苏，经济增长率有
望达到7.3%，中国经济增长率将
达8.1%。

报告预测，亚太发展中经济体
复苏将呈现分化。东亚和南亚地
区增长速度领先于其他地区，增长
率将分别达到7.4%和9.5%。

报告认为，疫苗分配取得进
展、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消费者信
心逐渐恢复以及支持性宏观政策
的出台，将是地区经济复苏的主要
动力。

报告说，中国经济将持续复

苏，2021 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
8.1%，比去年 12 月预测报告提高
0.4个百分点。

报告分析，从需求侧来看，就
业市场向好、消费者信心重振、家
庭消费复苏是利好中国消费市
场的三大条件。从供给侧来看，
中国大规模推广疫苗接种，将给
服务业带来更大增长空间，酒
店、娱乐和旅游等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行业将逐步赶上整体复苏
节奏。

亚洲开发银行是聚焦亚太地
区发展的多边开发银行，成立于
1966 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
尼拉。《亚洲发展展望》是亚行的年
度旗舰经济报告，对亚太地区经济
发展作出预测。

亚太发展中经济体
今年经济预计增长7.3%

新华社莫斯科4月 28日电
（记者鲁金博） 俄罗斯外交部 28
日宣布驱逐斯洛伐克、立陶宛、拉
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驻俄使馆的总
共7名外交人员，作为这些国家驱
逐俄外交官的回应。

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分别召见
上述国家驻俄罗斯大使，对这几个
国家此前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提出
强烈抗议。

作为反制措施，俄罗斯要求3
名斯洛伐克外交人员、2名立陶宛
外交人员、1名爱沙尼亚外交人员
和1名拉脱维亚外交人员于5月5

日前离开俄罗斯。
4月17日，捷克政府以俄罗斯

情报人员涉嫌参与2014年捷克军
火库爆炸事件为由，要求 18 名俄
罗斯驻捷克使馆人员48小时内离
境。作为回应，俄罗斯外交部 18
日晚宣布，驱逐 20 名捷克驻俄外
交人员。

斯洛伐克 22 日称，为“声援”
捷克，斯方决定驱逐3名俄罗斯外
交人员并要求他们在 7 天内离
境。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
23 日也发表联合声明，决定驱逐
多名俄罗斯外交官以“声援”捷克。

俄罗斯驱逐斯洛伐克
和波罗的海三国7名外交官

据新华社德黑兰 4月 28 日电
（记者高文成） 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
27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奥地利
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伊核谈判正在正确
的轨道上前进，但前方仍有重要挑战
需要应对。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
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 27 日在维
也纳举行。阿拉格希会后再次敦促美
国率先解除所有对伊制裁，并表示伊
朗也将在核实制裁解除后完整履行伊
核协议。

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阿拉格希的
话说，各代表团都足够认真，为了取得
结果而努力工作。他强调：“一旦其他
相关方试图浪费时间用于其他目的，
伊朗会停止谈判。”

另据伊朗外交部在官网上发表
的声明，伊核协议联合委员会各方
27 日决定加快谈判进程，并增设工
作组来研究恢复履行伊核协议的

“务实安排”。
为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

伊核协议相关方本月初开始在维也纳
举行会议。

伊朗副外长表态

伊核谈判处于正轨、
挑战仍存

①

② ③

图为4月27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郊区拍摄的车祸现场。阿富汗内政
部发言人塔里克·阿里安27日表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郊区26日晚发生了一
起交通事故，两辆大巴迎头相撞，造成7人死亡，另有70人受伤。 新华社发

阿富汗发生车祸 7死70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