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8月30日电
（记者汪健 郑一晗） 叙利亚外交部
8月30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借所谓新
冠病毒溯源情报调查，实行“施压、讹
诈政策”，叙方支持中国面对这一行径
的“正义、公正立场”。

声明表示，美国总统对所谓溯源
调查报告的相关表态也表明，为了将
这一科学性质的议题政治化，美方付
出狂热努力，其目的是“攻击、讹诈中
国”并“实施美方政治议程”。

声明说，叙利亚支持中国外交部
的相关表态，中方立场有助于达成可

信的科学结果，形成更为广泛的理解，
以帮助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各国吸取
过往经验教训，并为确保消除这一流
行病威胁采取最佳做法。

声明还表示，叙方感谢中方为叙
抗击新冠疫情提供的支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30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美国情
报机构发布的所谓溯源报告，是一份
政治报告、甩锅报告、虚假报告。中方
敦促美方停止打着溯源幌子搞甩锅推
责的把戏，早日回到合作抗疫、科学溯
源的轨道上来。

叙利亚：美国借溯源调查
实行施压讹诈政策

新华社日内瓦8月30日电（记
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8月30日公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达216303376例。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欧洲中部时间30日17时51分（北京
时间23时51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
一日增加 588552 例，达到 216303376
例 ；死 亡 病 例 增 加 7698 例 ，达 到
4498451例。

世卫组织：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达216303376例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8月30日电
（记者李骥志） 由于美国近期新冠疫
情反弹严重，欧盟理事会8月30日经
过评估决定，将其从旅客来源地“安全
名单”中删除。

美国是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统计，截至
25日的一周内，美国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14.2万例，比7月的峰值增长了107.2%。

欧盟定期对旅客来源地的新冠疫

情进行科学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更新
入境限制“安全名单”，提出入境防疫指
导建议。防疫指导建议适用于欧盟27
国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瑞士，
但不具强制力。按照欧盟理事会的建
议，对于来自“安全名单”以外国家和地
区的非必要旅行者，都应实施较严格
的防疫限制措施，而对于“安全名单”
上国家和地区的非必要旅行者，入境
防疫限制措施应逐步解除。

欧盟将美国从旅客来源地
“安全名单”中删除

世界卫生组织8月30日发布声
明说，今年12月1日前欧洲可能还
会有20多万人死于新冠病毒。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
汉斯·克卢格当天发表声明说，所辖
区域上周新冠死亡人数攀升 11%。
他说：“一项可靠预测显示，12 月 1
日前，欧洲将新增23.6万（新冠）死
亡病例。”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成员包括
53 个国家和地区。欧洲区域迄今
记录130万新冠死亡病例。

克卢格说，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
蔓延、一些国家“过度放宽”防疫措
施、夏季人员流动增加令新冠病毒快
速传播。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约一半人口
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但近来接
种工作放缓。克卢格说，原因是一
些国家疫苗短缺，还有一些国家民
众接种意愿不强。 新华社微特稿

世卫组织：12月前
欧洲新冠死亡病例
或再增23.6万例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8月30日电
（记者易爱军 周盛平） 尼泊尔卫生
和人口部 29 日晚公布的抽样调查结
果显示，尼全国超过 2/3 人口已有新
冠病毒抗体。

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联合发言人
阿迪卡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尼泊尔疫苗接种工作进展有限，这
一检测结果表明相当数量的尼泊尔人
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产生抗体；由于大

多数尼泊尔人尚未接种疫苗，加上该
国已出现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毒
株，疫情扩散的风险仍然存在。

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发布的媒体
声明还指出，检测显示，在已接种第一剂
新冠疫苗和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尼泊
尔人中，分别有80%和90%的人产生了抗
体，“这表明我们正在注射的疫苗非常有
效”。该部数据显示，目前在尼泊尔接
种较多的是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疫苗。

调查显示大多数尼泊尔人
已有新冠抗体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30 日电
新西兰卫生部8月30日报告本国首
例关联辉瑞新冠疫苗的死亡病例。
死者为女性，接种疫苗数天后死
亡。有关机构认为她可能死于心
肌炎这一已知的辉瑞疫苗“罕见”
副作用。

新西兰卫生部在声明中说，这
是“新西兰首例关联辉瑞疫苗接种
的死亡病例”。法医已接手调查，具
体死因尚未确定。不过，新冠疫苗
安全监管独立委员会认为死者可能
因接种辉瑞疫苗患上心肌炎。但委
员会指出，死者生前患有其他疾病，
这可能影响到她接种后的反应。

这份声明没有提及死者年龄。
据《新西兰先驱报》8月30日报

道，新西兰负责监测药物不良反应
的机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已收到
多份有关近期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
的报告，但监测中心认为其中无一
关联疫苗接种。

新西兰报告
本国首例辉瑞疫苗
关联死亡病例

鉴于新冠感染及住院病例有所
增加，奥地利的下奥地利州自 8 月
30 日开始为高危人群接种新冠疫
苗加强针，由此成为奥地利首个开
打加强针的州。

欧洲“本地”新闻网站以奥地利
广播公司为消息源报道，加强针接
种对象包括医疗和护理机构中的高
龄患者。按计划，将首先为高危人
群接种，9月中旬开始为年满65岁老
人接种。州内超过400个医疗点将
提供接种服务。另外，奥地利政府
开始为秋季扩大加强针接种范围做
准备。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本
月26日说，鉴于欧洲药品管理局尚
未批准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那些
决定启动加强针接种的欧盟成员国
可能面临法律风险上升。欧洲药管
局多次重申，批准使用加强针需要
充足数据。 新华社微特稿

奥地利部分地区
本周开打新冠疫苗
加强针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省分公司于2021年8月25日
至2021年8月31日在天津金融资产
交易所对营口市老边混凝土构件有
限公司债权项目进行公开征集意向
受让方，详见网址：

http://www.tjfadc.com/ntbgg/
1872.htm

征集结果：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下午 4 时，仅有一名意向受让方
提出受让登记申请，保证金已交
纳。

补登公告期限及规则：根据相
关规定，目前营口市老边混凝土构
件有限公司债权项目仅有一名意向
受让方，我公司现补登公告 7 个工
作日，本公告发布有效期内（从2021
年9月1日8时30分至2021年9月9
日下午4时），仍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竞买、征询和异议，以
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
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
报。如在此期间未征询到异议，且
没有新增意向受让方，则与现有的

意向受让方确认成交。
参加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除外）。

联系人：王可心
联系电话：024-31880235
审计部门联系人：卢永春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三好街

81号
邮编：11000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9月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营口市老边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转让补登竞价公告

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参考消息》8月31日刊登法国《世
界报》网站报道《德尔塔毒株确实
会引发更严重的病症》。摘要如下：

显示德尔塔变异株危险性增
强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根据发
表在英国《柳叶刀·传染病》杂志上
的最新研究，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患
者住院率是感染阿尔法毒株的患
者的两倍。

德尔塔毒株比其他毒株更具
传染性，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新冠病
毒传播的主力。由英国剑桥大学
的研究团队完成的上述研究分析
了英国在今年 3 月 29 日到 5 月 23
日之间的 43338 例确诊病例的数
据。这些人中有 51.1%的女性和
48.9%的男性，30%的人年龄小于
20岁，54.6%的人在20岁到50岁之
间，只有6.2%的人超过60岁。

研究人员记录的阿尔法毒株
感染者为34656例（占新冠病例总

数的 80%），而德尔塔毒株感染者
为 8682 例（占 20%）。但后者的比
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上
周达到了65%。

入院率是衡量新冠病毒毒性
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在这项研究
中总计有2.2%的阿尔法毒株感染
者在检测出阳性的两周内入院治
疗（764人），有2.3%的德尔塔毒株
感染者入院治疗（196人）。不过这
两组数据严格来说无法比较。因
为感染德尔塔毒株的人群更年轻、
居住在贫穷社区、通常是印度裔。

为了展开比较，该研究作者进
行了非常复杂的统计分析。得出
的结果是：感染德尔塔毒株的入院
风险是阿尔法毒株的2.26倍。

法国凡尔赛-圣康坦-昂伊夫
林大学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教授
马哈茂德·祖莱克指出：“这是分析
德尔塔毒株关联病症严重性的第
三项研究。所有研究都指向同一

结论：同德尔塔毒株关联的潜在、
过大风险。”

英国的研究还提供了另一个
关键性信息：在上述所有病毒检测
呈阳性、无论感染何种变异毒株的
患者中，只有1.8%的人是疫苗完全
接种者（794人），24%的人只接种了
一针疫苗（10466人），其余74%的人
完全没有接种疫苗（32078人）。

祖莱克指出：“在研究展开期
间，40%到 50%的英国人口已经接
种疫苗。而这次研究中只有不到
2%的患者是完全接种者。”

该研究共同作者安妮·普雷萨
尼斯强调：“我们的分析显示，在疫
苗缺席的情况下，德尔塔毒株引发
的疾病要比阿尔法毒株引发的疾
病给卫生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
疫苗完全接种是降低德尔塔毒株
导致的个体感染症状风险的关键
条件，它同样也是降低重症风险和
入院风险的关键条件。”

德尔塔毒株引发感染者住院风险更高

疫苗完全接种是应对关键

图①：学生们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一所小学洗手消毒。图②：老师与学生交流。图③：返校的学生接
受体温检测。

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雅加达允许学校自8月30日起开始有条件地开放线下授课。 新华社发

雅加达：疫情下的开学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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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一名以色列女子在特拉维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以色列卫生
部 8月29日宣布，将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人群的年龄下限从30岁降低至12岁。
目前，以色列可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为12岁以上。根据以卫生部规定，从8月29日晚
开始，所有接种两剂新冠疫苗超过5个月的人都可接种第三剂加强针。 新华社发

以色列降低第三剂新冠疫苗
接种年龄下限

一年多来，美国持续将疫情政
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频
频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颠倒是
非，严重干扰和破坏国际溯源研究
合作，给各国抗击疫情、挽救生命
制造了困难和障碍。如今，在美国
情报部门发布所谓新冠病毒溯源问
题调查报告后，国际社会更加清晰
地看到，美方自导自演的新冠病毒
溯源闹剧已陷入自我打脸、自相矛
盾的境地，是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

将溯源政治化本质上是反科
学的，美方的动机就是甩锅推责、
打压遏制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美国“发明”了不少手段：大肆
编造并散布谎言，以为这样就能够
迷惑世人；打着多边主义的幌子，
拉帮结派给世卫组织和中国施压，
企图将美式霸权凌驾于国际规则
和公平正义之上；肆无忌惮搞“溯
源恐怖主义”，胁迫打压专家学者；
罔顾公平公正对等的原则，无理要
求中国再次接受病毒溯源调查，一
再炒作针对中国的阴谋论，却对自
身成为病毒来源重大嫌疑国、最大
扩散国的事实视而不见，拒不进行

和接受调查……种种行径既不道
德，也不光彩，实在有失一个大国
的水准。

病毒溯源必须坚持科学的正
道。越来越多科学研究证明，在武
汉发现新冠病毒之前的几个月，新
冠病毒已经在中国之外的多国多
地出现，新冠肺炎呈现多个源头、
多点暴发的特点，需要在全球范围
内开展溯源研究。美国政客一直
不愿正视科学研究成果，执意搞政
治操弄，企图借病毒溯源问题甩
锅中国，谋取一己政治私利，完全
与全球尽快战胜疫情的共同利益
背道而驰。80 多个国家以致函世
卫组织总干事、发表声明或照会等
方式，支持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
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反对把溯
源问题政治化，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300 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
库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反对溯
源政治化的联合声明，就是国际社
会坚持科学溯源、反对政治溯源的
明证。美国应该听一听这些正义
声音。

病毒溯源工作不能搞“灯下

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第二阶
段溯源必须在第一阶段溯源的基
础上全面延伸拓展，才能真正找到
真相和答案。美国政客嘴上喊着

“我们必须对这场全球悲剧进行全
面和透明的说明”，行动上却对本
国溯源问题讳莫如深，消极回避，
故意设置障碍。美国政府以“干扰
溯源工作、对美国国家安全不利”
为由，封存 2020 年 1 月 2 日以前采
集的血液样本并不再调查。美国
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网站曾发布当
地2020年1月和2月出现新冠肺炎
症状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
的 171 名患者数据，也一度被莫名
其妙地删除。这显然是在病毒溯
源上玩弄双重标准。

美国是重组病毒研究开展得
最早、能力最强的国家，是全球冠
状病毒研究的最大资助者和实施
方，也是生物实验室安全记录最
糟糕的国家。中国和世卫组织专
家已经得出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
漏极不可能的结论，包括美国科
学家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科学家
都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实验室

泄漏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
下，美方至今仍顽固坚持实验室
泄 漏 不 能 排 除 的 观 点 。 既 然 如
此，本着公平公正对等的原则，美
国也理应开放本国实验室接受调
查，给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一个
交 代 ，为 科 学 溯 源 创 造 有 利 条
件。呼吁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基
地、北卡罗来纳大学，是坚持科学
溯源的合理正当要求。如果美国
拒不接受，只能再一次暴露其将
溯源政治化只为针对中国的真实
用意。

病毒溯源必须也只能走科学溯
源的正道。在科学结论和事实真相
面前，任何政治操弄都是徒劳之
举。美方应切实认识到病毒才是人
类共同的敌人，切实将病毒溯源作
为科学问题来对待，摒弃人为设置
障碍的错误做法，鼓励各国科学家
在全球范围内通力合作，在包括美
国在内的多国多地深入开展溯源研
究，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做一个大
国该做的事情。

（人民日报 8月 31 日评论员
文章）

科学溯源必须公平公正
人民日报评论员

2021年9月1日 星期三

编辑：宋 彧 视觉设计：张 丹 校对：张庆生国际新闻
GUOJIXINWEN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