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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 8日电 （记者
谭晶晶）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
疫情统计数据显示，8 日美国累计确诊病
例数已超过 1500 万。美国确诊病例从 3 日
突破 1400 万例到 8 日突破 1500 万例仅用
时 5 天，增速创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权威流行病学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近来美国病例增速连创新
高，这与民众感恩节期间大量出行、聚会
以及对疫情产生“疲劳感”而放松警惕有
关。病例数不断激增使追踪感染者的密切
接触者面临巨大困难，只有公众切实采取

相关防控措施，疫情才有望逐步缓解。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8 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7 日全美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 186215 例，新增死亡病例 1532 例，这
是美国连续第 30 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超过 10 万。最近一周其单日新增新冠病
例 3 次超过 20 万例。

美国 《大西洋月刊》 发起的追踪全美
疫情项目 8 日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国
现有新冠住院患者达 104600 人，创疫情
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

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张作风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新冠病
毒在美国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感染者大
幅增加，这一方面可能与感恩节期间家
庭、朋友聚会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民众居家时间太长，已渐渐失去耐心，放
松了防护措施和对病毒的警惕。

他说，目前美国新冠病例数不断激增，
给追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带来很大挑
战。只有公众切实采取相关防控措施，坚持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尽量避免家庭和朋
友聚会，才有望使疫情逐步得以缓解。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破1500万
5天新增100万

12月9日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出发大厅
四层4号门入口拍摄的“绿码通道”和“无
健康码”通道。

近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优化测温查码
“爱心通道”，专门设置“爱心柜台”。部分

老年旅客、无手机或持非智能机旅客等群
体，可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登记信息并签署承
诺书，即使无健康码也可通行。此举提高了
机场通行效率，开辟了一条“有温度”的通
道。 （新华社发）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辟“有温度”通道

据新华社阿布扎比12月 9日电 （记
者苏小坡）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和预防
部 9 日宣布，给予由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

新冠灭活疫苗正式注册。
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在一份声明中

说，根据有关申请，阿联酋给予由中国国

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正式注册，这
是阿联酋政府对该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重大信任投票。

声明说，对Ⅲ期临床试验的分析表
明，该灭活疫苗对抗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
率为 86%。这种疫苗具有 99%的中和抗体
血清转化率，以及 100%防止轻症新冠向
中度和重症转化的有效性。此外，分析表
明该疫苗没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阿联酋给予中国国药集团
新冠疫苗正式注册

【紧接第1版④】同时，整合宣传、文化、农业、
旅游等公共资源，提供“群众点单、政府+志
愿者派单”的精准化服务，实现“哪里群众有
需要，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晓塘乡柑橘
种植户众多，以柑橘“乡土专家”顾品、邬孝聪
为代表的“晓橘灯”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深
入田间地头，围绕柑橘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
等方面，分片对种植户进行现场指导，助力全
乡柑橘产业发展。

开展“四百行动”，在文明实践品牌化
中，让城市更文明、让农村更美好、让群众
更幸福。象山开展“百姓大讲台、百姓大舞

台、百姓大擂台、百姓大篷车”活动，使文
明实践热在日常，成风化俗。近几个月，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实
施“百姓大篷车”进机关、进企业、进酒
店、进农村 （社区） 家庭、进农村家宴中心
行动，广泛宣传勤俭节约、文明用餐等，推
动全社会形成杜绝浪费、厉行节约的良好风
尚。截至目前，全县已发放公筷 12 万双，督
促整改浪费问题 1420 余个。

文明实践滋养文明之花。今年以来，象山有
1人入选“中国好人”、4人入选“浙江好人”、1
人入选“最美浙江人”。

【紧接第1版②】持续创造零售佳绩新纪
录。光“919 太平鸟超级品牌日 SUPER 我
们的零售造节”活动，女装的全渠道交易额
便突破了 1.07 亿元。

与此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太平鸟
全面深化以商品全流程快速反应为特点的
TOC商品运营模式，将大数据、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在商品生命周期预估、顾客画像等领
域，通过深度洞察消费者需求，进一步优化

商品管理的快速反应与价值升级。
根据分析发现，当下年轻人除了满足基

本的时尚穿搭外，对产品功能性的诉求越来
越高，太平鸟顺势推出“黑科技”系列，好评
如潮。其中，具备发热蓄热功能的德绒面料
的太平鸟男装圆领刺绣长款T恤，“双十一”
期间销售量超过2.7万件。

“在我们看来，科技数字化驱动是实现
传统运营模式变革升级的有效工具，也是

时尚品牌未来长足发展的核心。”太平鸟首
席战略官欧利民说，启动科技数字化转型
项目有助于抓取消费者快速变化的时尚消
费趋势，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时尚需求。

下一步，太平鸟拟募集近 8 亿元资金，
重点搭建消费者洞察与深度链接平台、供
应链运营效率提升平台以及基础保障支持
平台，确保品牌与消费者的深度链接和黏
性。

【上接第1版③】 截至目前，4 家“送药
上 山 便 民 服 务 站 ” 已 累 计 完 成 便 民 服 务
3000 余人次，完成送药 2500 余单。

“现在看病就医方便多了。”不仅仅乐阿
伯这么想，这更是全市人民的普遍感受。

这几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我市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目前，“城市十分钟、农村二十分钟”医疗
卫生服务圈已基本形成，群众看病日益方
便。与此同时，为使老百姓“看得了病、看
得起病、看得好病”，多年来，我市下大力
气深化医疗改革，推出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云医院”建设、签约式家庭医生制服务等
破冰之举，使得“就医难”这一全国性难题
在宁波得到有效缓解。

据统计，截至去年 10 月底全市共建成 13
个医联体、25 个医共体，市县两级统筹建立
48 个资源共享中心，市级下沉专家 284 人，县
级统筹专家 356 人。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找专家名医看病。与此同时，目前全市已建成
42 家远程会诊中心、238 个云诊室，二级以上
医院均开设了远程会诊中心，患者上网向医
生预约时间，医生通过网络视频或电话看诊、
开处方，处方药物快递上门。

【紧接第1版①】法方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
传统，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愿同中
方继续努力，深化法中、欧中合作。希望欧
中投资协定谈判尽早取得成果。法方赞赏
中方为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所作重要贡
献，以及在疫苗、减缓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支持，希望
同中方继续就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对非合
作等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加强协调合作。
我希望适时再次访华。

两国元首就下阶段双多边合作进行了
讨论，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并责成各自相关
部门加紧落实：

一、欢迎两国立法机构领导人将首次
以视频方式出席中法议会交流机制第 11

次会议。
二、在生命医学、生物育种、月球和火

星探测、卫星研发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
三、通过口岸热线联络等机制提升海

关检验检疫合作水平，确保供应链稳定。
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困难，加快推进

非洲猪瘟区域化管理技术磋商，争取早日
就合作协议达成实质性成果。

五、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巴黎2024年
奥运会为契机，加强奥运和民间交流合作，增
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六、欢迎《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将于
2021 年初正式生效。支持茶叶、葡萄酒、奶
酪等中法高品质特色农食产品走进彼此千
家万户。

七、积极参与“加速新冠肺炎疫苗和药
物研发、生产和公平分配的合作倡议”和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加大对发展中
国家的帮扶力度，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真
正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

八、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携手应对气候
变化，支持办好今年 12 月 12 日气候雄心峰
会和明年 1 月“一个星球”峰会，动员国际
社会更积极参与明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世界
自然保护大会，推动上述重要国际议程取
得积极成果。

双方还就伊朗核、南极海洋保护等问
题交换了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