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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日发布年
度《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
示，全球专利申请量在2019年
出现十年来首次下滑后，2020
年恢复了增长。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日
表示，北约在黑海搞军演旨在强
化对俄遏制政策。

●法国政府卫生顾问机构8日建
议，30岁以下人群在有其他选择
的情况下避免接种美国莫德纳公
司生产的Spikevax新冠疫苗，
原因是最新研究数据显示，在“非
常少见”的案例中，这款疫苗可能
使接种者患心肌炎。

●根据伊朗卫生部9日发布的数
据，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8305例，累计确诊超
过600万例，达6004460例。

●尼亚美消息：尼日尔南部马拉
迪地区一所幼儿园8日发生火
灾，造成至少21名儿童死亡。

●金沙萨消息：刚果（金）军方8
日说，该国东北部北基伍省多个
军事基地7日遭反政府武装组织
“M23运动”袭击。“M23运动”
自2012年4月起在刚果（金）东
部发动攻势，从事叛乱活动。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8日电 8日
晚，国际空间站4 名宇航员搭乘美国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载人“龙”飞船安
全抵达地球，结束了为期 199 天的在
轨任务期。

此次返航标志着载人“龙”飞船第
二次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航员任
务的结束。“龙”飞船是美国首个由私
营企业建造并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
的载人飞船，也是自美国航天飞机之
后首个获美航天局认证的常规运送宇
航员往返空间站的新型载人飞船。

4名宇航员搭乘
“龙”飞船返回地球

随着冬季临近，欧洲多国新冠疫
情反弹加剧。法国、德国、奥地利、丹
麦纷纷宣布收紧防疫措施。

法国强制戴口罩
法国8日报告新增新冠住院病例

156例，创8月23日以来新高；新增重
症监护病例40例，10天内第九次攀升。

根据法国政府防疫规定，当新冠
感染率、即每10万人新增确诊病例数
连续五天超过50例，小学生必须戴口
罩。鉴于现阶段疫情反弹严重，法国
政府要求大部分地区的小学生8日起
恢复戴口罩上课。国民教育和青年部
长让-米歇尔·布朗凯说，重新强制戴
口罩或许“令人不快”，但“有必要”。

德国拟延长措施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

所8日报告，德国7天新冠感染率达每
10万人201.1，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
原纪录是去年12月的197.6。德国当

天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5513 例，新增
死亡33例；迄今累计确诊逾478万例，
累计死亡逾9.6万例。

德国重症监护和急诊医学协会科
学主任克里斯蒂安·卡拉扬尼季斯说，
预计今后几周确诊病例还会攀升，这
意味着部分预定手术将推迟。

路透社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绿
党和自由民主党打算 12 月初组建联
合政府，一致同意不再延长全国范围
防疫紧急状态，但8 日向联邦议院提
交一份法律修正案，寻求把在公共场
所强制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

措施延长至明年3月。

奥地利严格防疫
奥地利 8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8178 例，新冠感染率增至每 10 万人
633。截至目前，12 岁以上人群中仍
有超过四分之一未接种疫苗。

为遏制感染人数激增，推进疫苗
接种，奥地利政府8 日起对未完成疫
苗全程接种人群实施严格限制措施。

根据新规，除完成疫苗全程接种
或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者外，其余人
群不得进入餐馆、酒店、理发店等场所

或参加体育赛事。一旦违规，顾客将
面临最高500欧元罚款。

丹麦恢复通行证
丹麦近几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稳

定在2300例左右，远高于9月中旬的
日均200例水平。检测阳性率9月中
旬为1.2%，10月底已升至2.3%。

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8日宣布
恢复实施“健康通行证”。他说，鉴于议
会流行病委员会建议把新冠病毒列为

“威胁社会的严重疾病”，并重新实施“健
康通行证”，丹麦政府遵循这一建议。

按照规定，丹麦人进入室内酒吧
和餐馆时，需出示手机上的电子“健康
通行证”，以证明接种了新冠疫苗或新
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

丹麦2020年3月开始实施新冠防
疫限制措施，今年上半年推出“健康通
行证”。由于疫情控制较好，9月取消
几乎所有防疫限制措施。

据新华社专特稿

疫情反弹严重

欧洲多国重新收紧防疫

据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美国
8日放宽入境限制，允许完成新冠疫
苗全程接种的外国旅客乘坐国际航
班或通过水陆口岸入境。这一举措
预计将带来大批赴美旅客，尤其是
来自欧洲的旅客。

不过，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
株仍然肆虐，欧洲疫情严峻，多国新
增新冠病例数创新高，防控形势不
容乐观。

8日起，美国政府允许完成获得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认证新冠疫
苗全程接种的外国旅客乘坐国际航
班入境，但要求成年旅客出示完成
疫苗接种证明和出发前72小时内新
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同时，美国
政府允许完成疫苗全程接种的旅客
从加拿大和墨西哥通过水陆口岸入
境，进行探亲、访友或旅游等“非必
要”活动，入境时须出示完成疫苗接
种证明。美国政府自2020年新冠疫
情初期开始实施国际旅行限制令，

并不断扩大到新的国家和地区，导
致旅游等行业备受打击。

8 日，不少旅客从英国伦敦、法
国巴黎等欧洲城市出发，乘坐航班
前往美国。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航
空公司和竞争对手英国维珍航空公
司的赴美航班当天上午9时左右同
时从伦敦希思罗机场起飞。

美国在时隔一年半后放宽国际
旅行限制，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欧美仍是重灾区。

美允许完成疫苗全程接种外国旅客入境

新华社大马士革11月8日电
叙利亚军方8日说，以色列当天对
叙利亚中部和沿海地区实施空袭，
导致2名叙军士兵受伤。

叙利亚通讯社援引叙军方消

息报道，以色列军方当晚从黎巴嫩
首都贝鲁特北部向叙中部和沿海
地区多个目标发动空袭。叙利亚
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大部分来袭
导弹。空袭造成2名士兵受伤。

以色列空袭叙中部和沿海地区
致2名士兵受伤

据新华社德黑兰11月8日电
（记者高文成 王守宝）伊朗军队
发言人8日说，伊军7日开始举行
代号“佐勒法加尔-1400”的大型
军演，测试了多种武器装备。

伊军方新闻机构援引演习发
言人马哈茂德·穆萨维的话说，伊
朗自主研发的“梅尔萨德”导弹防
御系统 7 日晚间与国家综合防空

网络协调，击落了一个假想敌空中
目标。

穆萨维还说，“阿拉什”无人机
在演习中成功击中预定目标，其远
距离打击能力展示了伊朗无人机
技术的精确度。

伊朗军队的火炮、装甲车、直
升机和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也参
加了军演。

伊朗军演中测试多种武器装备

11月8日，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第二梯队官兵身
着防护服进入阿卜耶伊营区。当日，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
分队全部抵达任务区，开始执行为期一年的国际维和任务。 新华社发

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
直升机分队全部抵达任务区

上图：11月1日，工作人员在泰
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等候旅客。

下图：11月4日，在罗马尼亚首
都布加勒斯特，一名新冠患者在布加
勒斯特大学急救医院接受治疗。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1
月 8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8 日
8 时 21 分（北京时间 8 日 21 时 21
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2.5 亿例，达 250015789 例，累计死
亡5052148例。

新华社发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2.5亿例

综合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截至11月7日，至少两名休斯敦“天文世界”
音乐节踩踏事件受伤者分别提起诉讼，指控音乐节主创者、美国当红说唱
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等人及音乐节组织方轻忽观众安全，以致酿成至少
8人死亡的踩踏惨剧。这是2019年2月3日，美国说唱歌手特拉维斯·斯
科特在亚特兰大表演时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美国音乐节踩踏事件
歌手和组织方被起诉

11月8日，在肯尼亚内罗毕的二手服装市场——吉科姆巴市场，人们
在废墟中搜寻有用的物品。吉科姆巴市场8日发生了火灾。 新华社发

内罗毕市场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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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冬季临近，欧洲多国新冠疫情反弹加剧。法
国、德国、奥地利、丹麦纷纷宣布收紧防疫措施。法国
政府要求大部分地区的小学生8日起恢复戴口罩上
课。德国7天新冠感染率达每10万人201.1，创疫情

暴发以来新高。奥地利政府8日起对未完成疫苗全程接种人群
实施严格限制措施。

美国国会众议院负责调查国
会山骚乱事件的特别委员会 8 日
再次发出传票，要求前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的6名助手提供书面文
件并出庭作证。

这6人包括特朗普竞选连任团
队的核心成员和律师，包括竞选经
理比尔·斯蒂平和前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他们据信
曾于1月6日前在华盛顿一家酒店
组织所谓“指挥中心”，为特朗普推

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出谋划策。
特别委员会将于11月30日至

12 月 13 日举行闭门听证会，收到
传票的6人被要求宣誓作证。

暂不清楚他们会否出席听
证会。

1 月 6 日，时任总统特朗普的
支持者冲击国会，导致参众两院认
证约瑟夫·拜登当选总统的联席会
议中断。

据新华社专特稿

国会山骚乱调查继续
6名特朗普助手接传票

据新华社东京11月9日电（记者
华义）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9
日上午成功发射一枚“埃普西隆”火
箭，将 9 颗小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埃普西隆”火箭自 2013 年首次
发射以来连续第5次成功发射。

“埃普西隆”是一款固体燃料火箭，
全长26米，重约96吨，相对于约53米长
的日本大型火箭H2A来说体型较小。

日本用一枚
固体燃料火箭
成功发射9颗小卫星

据新华社英国格拉斯哥11月8
日电（记者郭爽） 英国政府8日发
布公报说，英国将承认世界卫生组
织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清单上的疫
苗，其中包括两款中国疫苗。完全
接种这些疫苗的旅客入境英国后将
免除隔离。

英国政府宣布，自本月 22 日 4
时起，科兴新冠疫苗、中国国药新冠
疫苗以及印度本土疫苗 Covaxin 将

被列入英国入境旅行批准疫苗清
单，从而让更多已接种上述疫苗的
人更方便地进入英国。

根据这份公报，已完成两剂上
述疫苗接种并获得相关疫苗接种证
明的旅客将无需接受出发前核酸检
测和入境后第 8 天的核酸检测，入
境英国后也无需自我隔离10天，但
须在抵英后第2天接受快速侧流抗
原检测，如果该检测结果为阳性，

则须再接受一次免费的确认性核酸
检测。

英国交通大臣格兰特·沙普斯
当天说，这一决定意味着英国进一
步重启国际旅行。

英国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英国政府8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2322
例，累计确诊 9333891 例；新增死亡
病例57例，累计死亡141862例。

完全接种科兴和国药
新冠疫苗者入境英国将免除隔离

据新华社比利时列日11月9日
电（记者潘革平）菜鸟比利时列日数
字物流中枢（EHUB)8 日正式投入使
用，这是菜鸟网络在欧洲最大的智慧
物流枢纽，该项目的启用将进一步服
务中欧进出口跨境贸易。

菜鸟相关负责人徐跃东介绍，把
EHUB打造成区域中心，既符合跨境
电商“小批量”“高频率”和“碎片化”特
点，又能助力进出口双向贸易畅通。

菜鸟比利时列日数字
物流中枢正式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