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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抗疫

世卫组织：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 2000
2000万
万

新华社日内瓦 8 月 12 日电（记
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 12 日最新
数据显示，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
已超 2000 万例。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欧洲
中部时间 12 日 10 时 42 分（北京时
间 12 日 16 时 42 分），
全球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已达 20120919 例，
累计死
亡病例达736766例。
目前美国和巴西的累计确诊和
累计死亡病例数均处于全球前两位，
其中美国累计确诊 5039709 例，累
计死亡 162104 例；巴西累计确诊
3057470 例，累计死亡 101752 例。
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还包括印
度、
俄罗斯、
南非、
墨西哥、
秘鲁、
哥伦
比亚、
智利、
伊朗、
西班牙、
英国等。

据新华社堪培拉 8 月 12 日电（记者岳东兴）
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 12 日数据显示，截至当天
中午，
该国过去 24 小时内新增新冠死亡病例 21
例，再创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新高，新增死亡病
例全部来自当前疫情最严重的维多利亚州。
数据显示，自 9 日起，澳单日新增死亡病例
数分别为 17 例、19 例、19 例和 21 例，均为自澳
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最高纪录。
这些死亡病例全部来自维州，其中大部分与该
州一些养老院近期出现的疫情有关。
澳联邦政府副首席医疗官尼克·科茨沃思
12 日下午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当天中
午，澳累计确诊 22127 例；
累计死亡 352 例。

哥伦比亚确诊病例超40万
10天增10万

据新华社波哥大 8 月 11 日电（记者高春
雨）新冠疫情仍在哥伦比亚快速蔓延。哥国家
卫生研究院 11 日报告，过去 24 小时哥新增确
诊病例 12830 例，累计达 410453 例；累计死亡
13475 例。
目前，哥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在拉美地区
仅次于巴西、墨西哥和秘鲁。哥累计确诊病例
数从 30 万例增至 40 万例仅用 10 天，单日新增
病例数多次刷新最高纪录。

➡ 8 月 12 日，警察在菲律宾
马尼拉街头进行防疫检查。
新华社发

全球新冠疫苗预购量达57亿剂
多种新冠疫苗
正在研发过程中，有
效性尚待证实。多
国或预购疫苗确保
本国疫苗供给充足，
或 资 助 研 发 机 构。
法新社报道，全球新
冠疫苗预购量达至
少 57 亿剂。

澳大利亚单日死亡病例数
连续4天保持高位

美国：
预购注资并行
白宫和美国莫德纳公司 11 日确
认，美国政府将以 15 亿美元预购莫德
纳研发的 1 亿剂新冠疫苗。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
记者会上说：
“（美国）联邦政府将拥有
这些疫苗，我们正买下它们……一旦
疫苗通过（相关机构）认证，我们将快
速生产 1 亿剂，随后将补充 5 亿剂，所
以我们将拥有 6 亿剂（疫苗）。”
美国政府预购的这种疫苗名为
mRNA-1273，由莫德纳和美国国家
卫生研究院下设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

究所共同研发，正在接受第三阶段临
床试验。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疫苗在
临床试验阶段就会投入生产。
法新社报道，这是美国 5 月以来
与制药企业签订的第六份新冠疫苗预
购协议。美国政府迄今至少与美国辉
瑞制药有限公司、德国生物新技术公
司、英国阿斯利康公司、美国诺瓦瓦克
斯公司等 7 家疫苗研发方签署预购协
议，合同金额累计大约 100 亿美元。
特朗普 5 月宣布启动一项名为
“曲速行动”的计划加速新冠疫苗、药
物、检测等方面的科研，
以期所有美国
人 2021 年 1 月以前可以获得新冠疫
苗。这项计划下，数以千万计美元流

入多家疫苗研发机构。

欧盟及英国：
分开订购

世不现实。

发展中国家：
确保公平

英国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法国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及合作伙伴
赛诺菲巴斯德公司和英国葛兰素史克 “疫苗联盟”寻求确保今后疫苗能够
疫苗公司已经与欧洲联盟签署预购协 “公平分配”，已经向阿斯利康预购 3
议或处于谈判最后阶段，累计将提供
亿剂疫苗。这些疫苗将分发给十多个
7 亿剂新冠疫苗。
发展中国家。
由于脱离欧盟，英国单独商谈新
印度最大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
冠疫苗预购协议。英国政府正向 4 家
研究所”分别与美国诺瓦瓦克斯公司
疫苗研发机构预购 2.5 亿剂疫苗。
和阿斯利康签署疫苗生产协议，为这
英 国 首 相 鲍 里 斯·约 翰 逊 7 月
两家企业各生产 10 亿剂疫苗，提供给
20 日说，英国不惜投重金预购疫苗，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但是指望一种有效的疫苗短期内面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谎称染新冠吓人
日本一男子获刑
日本一名男子谎称自己感染新冠病毒，假
装要把病毒传给别人，11 日被法院判处 18 个
月监禁，缓期 3 年执行。
日本共同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北江纪和
（音译），现年 38 岁，4 月 17 日上午在爱知县市
政厅一楼大厅对工作人员说“我感染了新冠病
毒”
“ 我（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之类的
话。市政厅因此短暂关闭。
不过，北荣隆洋说，鉴于被告有悔过之意，
他决定将监禁缓期 3 年执行。
北江纪和在先前一次庭审上称，他当时
“只
是想吓唬人”
。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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