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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人启事
吴昌珠（身份证号210106194603064910）于2008年8月29日在皇姑区怒江北街31-3北苑

明珠小区走失，家属在2008年9月1日到于洪区陵西派出所报案，至今未归，提供线索有酬

谢！电话13252838000吴先生。

封路通告
根据《辽宁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2021年

全省普通国省道等重点公路生产建设投资计划

（第一批）的通知》（辽交规划发﹝2021﹞91号）文

件要求，辽宁省2021年普通国省道危旧桥梁维

修改造工程投资计划中盘锦市京抚线大仓桥需

要拆除重建。在桥梁改建实施期间，封闭交通，

禁止车辆通行。封闭时间为2021年7月29日—

2021年10月21日，请过往车辆绕行214省道。

盘锦市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盘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封路通告
按照抚顺市交通运输发展服务中心的抚顺市

黑大线铁背山隧道提升工程（二次）要求，该工程位
于国道黑大线抚顺市东洲区境内，中心桩号
K1209+411，全长178米。本次提质升级工程，对该
隧道土建结构、照明与供电系统、交安设施等进行
维修完善。本工程将于2021年8月5日进场施工，
计划2021年9月30日前竣工。特申请施工期间需
对该路段进行全幅封闭，过往车辆需要经过黑大线
铁背山隧道的可在章党高速口驶入，行驶到南杂木
高速口驶出，过往车辆根据指示、绕行标志行驶，谨
慎慢行、注意安全。

抚顺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抚顺市交通运输发展服务中心
抚顺顺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封路通告
因省道法盘线（S214）阜新市境内泡子镇泡子铁路

道口设备改造施工需要，拟对法盘线（S214）K126+800
至K126+900（泡子至五峰）区间段施行全封闭。

封闭日期：7月30日至8月5日。封闭期间所有车
辆禁止通行，请按绕行路线图指示绕行。由此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

绕行路线①：阜新市↔101国道↔务泡线↔建碱线
↔101国道↔彰武县

绕行路线②：阜新市↔214省道↔泡子镇↔务泡线
↔建碱线↔101国道↔彰武县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阜新工务段
2021年7月29日

封路通告
因G102国道兴城段佟屯立交桥于2021年7月28日施工封闭交通，过往货运车

辆请经G1京哈高速绕行，小型车辆可经兴城市内道路绕行。G102线北京方向行
驶的货运车辆需在南票站、葫芦岛东站、葫芦岛站、兴城北站驶入京哈高速；京哈高
速北京方向行驶的货运车辆途径兴城北站、兴城站时禁止驶离高速。G102线沈阳
方向行驶的货运车辆需在前卫站、绥中站、沙后所站驶入京哈高速；京哈高速沈阳
方向行驶的货运车辆途径沙后所站、兴城站时禁止驶离高速。

葫芦岛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葫芦岛市交通运输业保障中心

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在全球
加速传播，多个国家和地区疫情卷土
重来甚至再现疫情高峰，全球抗疫正
面临严峻挑战。

传播加速
德尔塔毒株正以极快速度席卷全

球。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截
至7月25日的一周已在至少132个国
家和地区出现，导致新冠确诊病例和
死亡病例激增。世界卫生组织先前预
判，德尔塔毒株传播力强，将在未来数
月成为全球主要流行毒株。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
示，目前全美近90%的地区新冠确诊
病例数都在攀升，各项关键指标大幅
反弹，这与高传染性的德尔塔毒株加
速传播有很大关系，德尔塔毒株导致
的确诊病例估计占近期全美新增确诊
病例的83.2%。

据韩联社29日报道，韩国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数已连续 23 天超过 1000
例，其中感染德尔塔毒株的病例大幅
增加。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官员孙
映莱26日表示，7月18日至24日，韩

国本土新增确诊病例中感染德尔塔毒
株的比例为48%。

法国卫生部25日说，由于变异新
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法国蔓延，法国
正经历第四波疫情。

防疫变难
世卫组织上周的疫情周报显示，

一项新研究发现，感染德尔塔毒株的
人群从暴露于病毒环境中到首次核酸
检测结果呈阳性平均时间为4天，而其
他变异毒株的平均时间是6天。此外，
德尔塔毒株感染者的首次检出病毒载
量比原始版本新冠毒株感染者高1200
倍以上，这意味着德尔塔毒株在感染
初期的复制速度更快、更具传染性。

为应对来势汹汹的德尔塔毒株，
多国被迫调整或出台新的防疫措施。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8 日
说，美国 66.6%的县新冠病毒传播风
险高，应立即恢复室内戴口罩规定。
白宫则决定，28日起所有工作人员无
论是否接种过疫苗，在室内均需戴口
罩。美疾控中心27日更新建议，称已
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群体在疫情高传

播区域的室内公共场所仍需戴口罩，
未接种疫苗群体在所有地区室内公共
场所需戴口罩。

法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克
莱芒·博纳日前表示，如果新增确诊病
例数持续攀升，法国政府不排除重新采
取宵禁等措施。荷兰、老挝、新加坡、马
来西亚等国近期也宣布收紧防疫措施。

澳大利亚6个州中已有3个州宣
布“封城”措施，要求当地居民非必要
不外出。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席卫生
官珍妮特·扬表示，一些感染者之间只
是非常短暂地接触。“新冠疫情暴发之
初，15 分钟的密切接触令人担忧，但
是现在，这一时间是5到10秒。”

疫苗有用
德尔塔毒株的蔓延更凸显疫苗接

种的紧迫性。专家指出，目前接种疫
苗对预防德尔塔毒株感染仍有效，呼
吁加快推进接种，以降低出现更多变
异病毒的风险。

一些国家的新增感染病例往往与
未接种疫苗有关。美国国家过敏症和
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25日

表示，美国的新冠疫情实际上已成为
未接种疫苗群体的疫情。目前美国仍
有约半数人口未完全接种疫苗，而近
期美国新冠死亡病例大多来自未接种
疫苗的群体。

韩媒援引国内防疫专家分析称，
韩国第四波大流行传播速度快、范围
广，原因之一是尚未接种新冠疫苗的
年轻群体中确诊病例骤增。法国总理
卡斯泰21日表示，在该国20日报告的
超过1.8万例新增确诊病例中，96%未
接种新冠疫苗。

英国伯克希尔和萨里病理服务部
的病毒学顾问斯蒂芬·温彻斯特博士
说，随着越来越多人接种疫苗，感染风
险可以进一步降低，从而阻止德尔塔
毒株感染病例的增加。

欧洲药品管理局和欧洲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近日也呼吁欧盟公民尽快按
要求接种疫苗。欧洲药管局表示，尽
管德尔塔毒株传播力更高，目前接种
疫苗仍然是最好的保护办法。此外，
已有部分国家宣布或正考虑为部分人
群打新冠疫苗第三剂加强针。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 全球抗疫形势严峻
新华社记者

图为驻华外交官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在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参观中国维和警察工作图片展。 新华社发

驻华外交官走进公安部感知平安中国建设

7月29日，叙利亚卫生部长哈桑·加巴什（前右三）等在大马士革国际
机场迎接中国援助的新冠疫苗。当日，中国红十字会援助叙利亚新冠疫
苗运抵大马士革，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代表中方向叙卫生部移交了这批
疫苗。 新华社发

中国红十字会援助叙利亚
新冠疫苗运抵大马士革

7月29日，在北马其顿斯科普里，北马其顿总理扎埃夫（右）、阿尔巴
尼亚总理拉马（中）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准备出席斯科普里区域合作经
济论坛。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三国领导人29日签署协议，
以促进西巴尔干地区的区域合作。为期两天的斯科普里区域合作经济论
坛29日在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结束。 新华社发

西巴尔干三国签署协议
促进区域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7月 30日电
（记者陈芳 徐鹏航）新冠肺炎疫
情仍在全球蔓延，提高疫苗在发展
中国家的可及性，是全球抗击疫情
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来自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已向世界提供新冠疫苗和原液超
7亿剂。截至目前，中国对外援助
和出口疫苗数量超过其他国家的
总和。

博鳌亚洲论坛最新发布的《全
球新冠疫苗应用图景报告》显示，
从全球范围看，疫苗接种呈现严重
的国际不均衡态势，欠发达国家和
地区疫苗接种率普遍偏低，非洲大

陆已接种的疫苗占全球不到2%。
“在应对疫情当中，中国政

府把‘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放
在首位，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了疫
苗的研发与应用上。”博鳌亚洲
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说。

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据了解，中
国新冠疫苗出口对象主要为发展
中国家。此前，全球疫苗免疫
联盟已同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
公 司 签 署 预 购 协 议，根据签署
的协议，中国今年 10 月底前可
向 新 冠 疫 苗 实 施 计 划 供 货 1.1
亿剂新冠疫苗，后续长期供货。

中国已提供新冠疫苗和
原液超7亿剂

据新华社里斯本 7月 29 日电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29日宣布，自8月
1 日开始，分三步取消该国应对新冠
疫情的禁令和各项封禁措施。

科斯塔在当天记者会上宣布，
自 8 月 1 日起该国取消宵禁，餐饮业
等恢复正常营业时间。但是，人们在
周末或假期进入室内公共场所时，必
须出具数字疫苗接种证书或核酸检
测阴性结果。科斯塔说，当9 月完全
接种疫苗的人数达到全国总人口的
70%时，就取消戴口罩的要求，并取
消对会议或演出等活动的人数限
制。10月以后，将重新开放酒吧和夜
总会。

葡萄牙宣布
分步解禁措施

新华社达卡7月30日电（记
者刘春涛） 第二十届“汉语桥”世
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孟加拉国赛区
决赛 29 日落幕，来自南北大学孔
子学院的学生波罗马·苏芭获得一
等奖。

比赛采用全中文线上直播方
式，参加直播的观众超过 3500
人。经过命题演讲、知识问答和才
艺表演三轮角逐，波罗马·苏芭凭
借扎实的中文功底和富有创意的
才艺表演获得一等奖，将有机会代

表孟加拉国参加“汉语桥”全球总
决赛。

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李极明在
致辞中说，中孟两国相互支持，共同
抗击疫情，留下了很多令人感动的
故事。他说，很多同学都渴望早日
前往中国完成学业，但因疫情阻隔，
至今未能实现。希望同学们更加耐
心，积极参加中国大学的线上学
习。等疫情好转后，相信所有留学
生都可以返回中国继续完成学业，

“中国的大门永远为你们开放”。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孟加拉国赛区决赛落幕

（上接第一版）
7 月 29 日，省委宣讲团成员、省

直机关工委委员车向前到省直机关
作宣讲报告。车向前紧紧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阐
述了讲话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丰
富内涵，围绕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意义、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和使命任务
等方面，进行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

省直各单位机关党员干部共200
余人参加报告会。报告会后，车向前
与省直机关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代
表面对面交流。

“作为一名新时代党员干部，我
要牢记党的宗旨，传承伟大建党精
神。”省直机关工委办公室二级调研
员孟凡勇表示。“作为医务工作者，将
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做好本
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辽宁
省肿瘤医院体检中心副主任关宁说。

7 月 30 日，省委宣讲团成员、省

委统战部副部长张佩栋到省党派大
楼作宣讲报告。张佩栋从“七一”重要
讲话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政治宣言和行
动纲领，深入学习领会“七一”重要讲
话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
要求，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等三个方面，系统解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报告会后，张佩栋与部分民主
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民营经济人

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座谈，交流学
习体会。大家表示，爱国统一战线是
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
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
宝，新的征程上，要传承和弘扬统一
战线优良传统，凝聚思想政治共识，
把全省中心工作、振兴发展需要与统
一战线独特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全省
统一战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的生动局面，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实现新突破贡献智
慧力量。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宣讲团向团员青年、机关干部、党外人士宣讲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同公安部
28 日共同组织“驻华使节走进中国
部委”系列活动第三场，150 余位驻
华外交官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走
访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观摩中国维
和警察培训中心模拟演练，参观北
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海淀分局执
法办案管理中心，感知平安中国建

设，点赞中国为世界安全稳定作出
的贡献。

参观活动结束后，驻华外交官
们走进公安部，同相关负责人座谈。

“当前中国面对的犯罪形式和
性质有什么变化？你们是怎么应对
的？”“公安系统如何吸引、培养更多
符合未来工作性质的人才？”“公安

部门如何确保自身网络安全，防范
网络袭击？”“北京冬奥会期间，中方
是否会考虑同各国驻京警察联络官
建立一个安全保障机制？”……

随着这些问题逐一得到解答，
驻华外交官们满意而归，历时一整
天参访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画上了
句号。

据新华社东京 7 月 30 日电
由于多地新冠疫情显著恶化，日本
政府 30 日召开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
总部会议，首相菅义伟宣布将紧急
状态范围扩大到神奈川县、埼玉县、
千叶县和大阪府，期限为 8 月 2 日至
31日。

目前日本只有东京都和冲绳县
处于紧急状态，期限也将延长到 8 月
31 日。此外，北海道、京都府、福冈
县、兵库县和石川县 5 地将采取“蔓
延防止等重点措施”，期限同样是 8
月 2 日至 31 日。“蔓延防止等重点措
施”是力度小于紧急状态的一种防疫
措施。

日本紧急状态
实施范围新增4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