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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人们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出行。
根据墨西哥卫生部8月1日晚公布的新冠

疫情数据，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9556
例，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累计确诊病例
434193例。 新华社发（森尼·金特罗 摄）

墨西哥日增确诊近万例创新高

印度内政部长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新德里8月2日电（记者胡晓明）印

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2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证实，自己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现已住院。

“我在出现新冠病毒感染初步症状后进行了
检测，报告结果为阳性。我身体很好，但在医生建
议下已住院。”沙阿说。他建议最近与自己有过接
触的人自我隔离并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同日，印度北方邦政府发言人证实，该邦技术
教育部部长卡玛尔·拉妮因感染新冠病毒在首府
勒克瑙的一家医院去世。据报道，今年62岁的拉
妮曾经担任两届印度国会下院议员。7月18日，
拉妮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并入院治疗。

此外，中央邦首席部长希夫拉吉·辛格·乔汉
上周确诊感染新冠，目前正接受必要治疗。

印度已连续几天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万
例。根据印度卫生部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度
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54735例，新增死亡
853例；到目前为止，印度累计确诊1750723例，
累计死亡37364例。

8月2日，人们戴着口罩在菲律宾马尼拉街
头出行。

菲律宾卫生部2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5032例，再创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目前该国累计
确诊病例已达103185例。 新华社发（乌马利 摄）

菲律宾新冠确诊病例
累计超10万例

接受调查的企业普遍反应，由于
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它们的经营活
动大都恢复到正常的85%，而之前政
府严格要求保持2米社交距离期间，
它们的经营活动仅恢复到72%。

联合会经济学家阿尔佩什·帕
莱贾说，“随着商业逐渐重新开放，
本月的数据看似呈现出经济恢复的
转折点”。不过，许多企业仍然面临

“严重的财务困难”，尤其是那些直

接面对消费者的商业领域。
英国5月开始逐步放松防疫禁

令，7月4日正式开放酒店、酒吧和餐
厅的营业活动。不过，英国首相鲍
里斯·约翰逊7月31日说，鉴于疫情
出现反弹势头，他将推迟进一步开
放博物馆和其他娱乐设施。

联合会说，大部分企业恢复正
常经营水平面临的共同挑战是消费
者需求不振，超过三分之二受访企

业称，需求不振是恢复正常的障
碍。这一比例6月高达四分之三。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6日即将
做出新的季度性经济展望，当前经
济各领域正以不同速度从新冠疫
情的冲击中恢复，而界定恢复经济
增长的主要障碍将成为英格兰银
行今年晚些时候出台刺激措施的
重要参考。

市场研究机构埃信华迈公司与

英国特许采购与供应协会近日说，
随着防疫禁令逐步解除，7月数据表
明英国私营经济的营商条件显著好
转。英国服务业7月恢复增长，制造
业7月增长势头比6月更强劲。

英国经济第三季度开局有力，
在第二季度遭遇最严重收缩后或将
恢复增长。虽然7月份出现反弹，但
要追平疫情造成的产出损失，仍有
长路要走。 田野（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贸易大臣
访美促自贸谈判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8月1日
说，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
拉斯将访问美国，与美国贸易代表
罗伯特·莱特希泽等官员会晤，评估
双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展。

莱特希泽的一名发言人证实，
特拉斯将于3日和4日与莱特希泽
会面。英国驻美国使馆1日没有回
应媒体询问。

自今年1月底正式脱离欧洲联盟
后，英国致力于与多个国家以及欧盟开
展贸易谈判，希望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路透社报道，美方把与英国的
自贸谈判视为优先议题。特拉斯先
前说，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不设时间
表，虽然新冠疫情阻碍双方直接面
谈，但英方谈判人员已经取得“非常
不错的进展”。

特拉斯6月份告诉英国议会下
院一个委员会：“我们不急于达成协
议，没有最后期限，我们在争取自身
利益时会保持强硬。”

英国《金融时报》7月底报道，英
国政府认为新冠疫情阻碍谈判进程，
已经放弃在美国11月3日总统选举
前与美方谈妥自贸协定的希望。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上月访
问英国时说，就自贸协定，两国还有更
多工作要做。“第三轮谈判即将开始，
美方当前主要关注能否取得进展，尽
快谈完。”

田野（新华社微特稿）

根据美国国会3月底批准的约2
万亿美元新冠疫情纾困计划，联邦政
府在各州失业救济金的基础上，为失
业人员提供的每周600美元额外失业
救济金于7月底正式到期。

然而，截至8月1日，国会民主、
共和两党尚未就新一轮财政援助达成
一致。经济学家警告，若不及时出台
新的救济计划，已陷入衰退的美国经
济将遭受更严重打击。

共和党人于7月27日发布1万亿
美元新一轮新冠疫情纾困计划草案。
白宫官员和两党领袖就此多次谈判，
但仍分歧明显。额外失业救济金到期
当天，两党领袖互相指责，称对方是造
成救济金“断粮”的原因。

围绕最新经济纾困计划，美国众
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参议院民主党
领袖查克·舒默1日在国会与美国财
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白宫办公厅主
任马克·梅多斯会谈3个小时。

舒默当天会后说：“这是我们之间
最长的一次会谈，比其他会议更有成
效。”虽然仍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但

“现在彼此知道自己的位置”。
舒默告诉媒体记者，就达成短期

协议还是更为全面的协议，双方“僵
持”。磋商预计3日继续。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尔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共
和党人尝试了几种办法延长失业救
济，而民主党人阻止了所有提案。众
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则在记者会上
说，此前民主党人就已通过一个应对
疫情的方案，而共和党人想“暂停一
下”，但病毒却没有停。佩洛西所指为
众议院5月中旬通过的一项总额高达
3万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计划。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报》报
道，白宫官员和民主党领袖于8月1
日在国会山进行了谈判，会后双方都
表示取得了进展，但离达成协议尚存
距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约有
2500万人领取了额外失业救济金。
在共和党人日前发布的新一轮纾困计
划草案中，这一额外失业救济金被削
减到每周200美元。

民主党人对此强烈反对，他们希
望将600美元额外失业救济金延期至
明年1月。佩洛西此前在推特上表
示，美国民众需要购买食物、支付房
租，共和党人不应在这个问题上讨价
还价。

白宫和共和党方面多次表示，每
周600美元的额外失业救济金降低了
民众工作积极性。但这一说法遭到不
少经济学家的质疑。美国智库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对新
华社记者表示，人们不会因为福利太
慷慨而不去工作，暂时削减或者暂停
发放失业救济的政策没有用。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即
便额外失业救济金降低民众工作积极
性，影响也是微小的，但救济金能刺激
消费需求，从而降低失业率。

共和党人的1万亿草案还包括新
一轮的给工薪阶层每人1200美元现金
补贴，对小企业贷款项目的数十亿补充
资金，对雇主的责任豁免保护，以及对
学校的援助等。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
此前在3万亿方案中提议向在疫情中

面临财政压力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近1
万亿美元援助，而共和党人的方案没有
针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新拨款。

在两党忙着互相指责、新一轮纾
困计划前景不明的时候，美国新冠确
诊病例继续激增，多项经济数据亮红
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日晚，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460万
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5.4万例，均
居全球之首。

美国商务部7月30日公布的首
次预估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美
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按年率计算萎缩32.9%，萎缩
幅度远高于一季度的5%，为1947年
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劳工部数据显
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过去两周
连续上升，逆转了此前三个多月持续
下降的趋势，这表明美国就业市场复
苏已出现反复。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
克·赞迪日前警告，如果将额外失业救
济金削减至每周200美元，到今年年

底失业率将高出0.6个百分点。
根据富国证券经济学家的测

算，在没有额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
下，美国家庭总收入每月将减少约
720亿美元，很可能对消费支出造成
显著影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表示，美
国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控制住疫情。近
来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增加，控制疫情
蔓延的新举措开始对经济活动造成压
力。鲍威尔也指出，当前美国经济需
要更多的财政政策支持。

波森告诉记者，尽管目前两党僵
持不下，他认为在国会8月休会前两
党有望达成一致。他预计新一轮纾
困政策规模将在2万亿美元左右，将
包含失业救济金延期、针对州和地方
政府的援助等内容，并能对美国经济
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同时提
醒，控制住疫情才是促进经济复苏的
关键。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日电 记
者熊茂伶 高攀）

俄专家：

新冠病毒突变情况
支持病毒为自然起源

新华社莫斯科8月1日电 俄罗斯科研人员
日前报告说，他们分析了新冠病毒的突变情况，结
果支持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观点。

据塔斯社日前报道，俄罗斯科学院信息传输
问题研究所的亚历山大·潘钦等人在美国《同行评
议科学杂志》（PeerJ）上撰文说，他们分析了不同
国家对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所得的1000多套数
据，发现了1251处碱基突变，其中许多地方的鸟
嘌呤被替换为尿嘧啶。

潘钦在媒体上表示，如果蝙蝠是新冠病毒的自
然界宿主，那么蝙蝠细胞和新冠病毒能“和平共处”，
病毒在蝙蝠体内突变较少。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后，
人体可能发生高水平的氧化应激反应，这种反应会导
致病毒基因组中一些地方的鸟嘌呤变为尿嘧啶。

潘钦说，新冠病毒与其他冠状病毒的对比显
示，新冠病毒在演化早期的突变情况与自然界中
其他冠状病毒相似。新冠病毒在人群中广泛传播
后，随着病毒对人体环境的不断适应，以尿嘧啶替
换鸟嘌呤的突变概率显著增大。潘钦认为：“这些
情况表明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在其演化过程中
看不到任何人为干预的迹象。”

一项 2 日发布
的调查显示，英国三
分之二的企业称自
防疫措施放松后已
经“全面复工”，这一
比例6月为一半。

英国工业联合
会在 7月上半月实
施调查发现，除三分
之二企业“全面复
工”外，还有21%的
企业称，因一些场地
仍然关闭，所以部分
恢复运营。

经济第三季度开局有力

英国三分之二企业全面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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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8月1日电（记者谭
晶晶）在国际空间站停留约两个月后，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1日
离开国际空间站，搭载两名美国宇航员
启程返回地球。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龙”飞船于美
国东部时间1日19时35分（北京时间2
日7时35分）离开国际空间站。其发动
机两次点火，帮助飞船脱离空间站，将宇
航员道格拉斯·赫尔利和罗伯特·本肯及
部分物资送回地球。这是由私营企业建

造和运营的飞船在将美国宇航员送入空
间站后，首次搭载他们返回地球。

按计划，“龙”飞船将在飞行约19个
小时后，于美国东部时间2日14时41
分（北京时间3日2时41分）在佛罗里
达州海岸附近溅落。美航天局表示，这
将为载人“龙”飞船约2个月的试飞任务
画上句号。

5月30日，“龙”飞船搭乘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的“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
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在经过近

19小时飞行后，飞船于31日飞抵国际
空间站，并与之顺利对接。随后，两名
宇航员进入空间站，与站内其他宇航员
共同进行一系列实验和研究任务。

这是美国自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
后，首次使用国产火箭和飞船从本土将
宇航员送往空间站，也是商业载人航天
迈出的关键一步。这次任务旨在全面
检验“龙”飞船安全运送宇航员往返空
间站的能力，包括在轨飞行、与空间站
对接和返回地面等环节的细节。

对来自风险地区的入境者

德国将进行强制新冠检测
据新华社柏林8月2日电（记者张毅荣）德

国政府日前宣布，1日起，所有入境德国的人员都
可在72小时内接受免费新冠检测。未来一周内，
德国将开始强制要求来自风险地区的入境者参与
新冠检测。

德国政府最新确定了130个风险国家和地
区，不包括中国。根据相关要求，所有从风险地区
入境德国的人员必须在入境前48小时或入境后
72小时内接受新冠检测，在获得阴性检测结果
前，必须进行隔离。从其他地区入境者也可在入
境72小时内接受新冠检测。检测地点设在机场、
车站、卫生局、诊所等，检测费用由德国政府承担。

来自风险地区的人员在入境德国前将被要求
填写“旅行卡”，提供个人有无新冠症状以及是否有
检测结果等相关信息。“旅行卡”将被转交至目的地
卫生部门。若入境者违反相关要求，可被处以罚款。

美国计划再掏美国计划再掏11万亿美元给民众纾困万亿美元给民众纾困

失业救济金已失业救济金已““断粮断粮””新援助还新援助还““没戏没戏””

在国际空间站停留约两个月后

美国“龙”飞船送两名宇航员回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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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龙”飞船外观(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