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全球抗疫

目前全美新冠住院患者总数达
107248 人，再次刷新疫情暴发以来
最高纪录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日晚，美国累
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1558万例，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29.2万例

9日新增确诊病例超 23 万例，达
231396 例，新增死亡病例达 3411 例，两
项指标均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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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0日公
布的最新疫情数据显示，9日全美报告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 23 万例，达
231396例，新增死亡病例达3411例，
两项指标均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
日晚，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558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9.2万例。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过去7天美

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次超过20
万例。截至9日，美国近7日平均日增
确诊病例超过20.7万例，创疫情以来新
高；近7日平均日增死亡病例超过2300
例，为4月下旬以来最高纪录。美疾控
中心最新预测显示，至明年1月2日，美

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达到33.2万
例至36.2万例。

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起的追踪全
美疫情项目当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全美新冠住院患者总数达107248
人，再次刷新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该项目数据显示，本周美国新增确诊病
例、死亡病例、住院病例三项疫情核心

指标全部创下新纪录，其中新增死亡病
例较前一周增加了44%。该项目报告
称，疫情形势还可能进一步恶化。鉴于
新增感染病例数持续激增，预计未来数
周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还会继续攀升，
尤其是感恩节期间群体聚会等活动加
速病毒传播的效应将体现出来。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10日电）

日本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再创新高日本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再创新高

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因疫情改为线上举行

美国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10日提
名下届政府多个高级别职位人选，包括
由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出任
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

拜登的过渡团队当天在声明中宣布
提名人选。

赖斯现年56岁，非洲裔，是贝拉克·
奥巴马担任总统、拜登任副总统时期的高
级官员，2009年至2013年任美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2013年至2017年任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领导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的任命不
需要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

美联社报道，外交政策专家赖斯出
任内政官员，这一角色转变令人意外，移
民、医疗、种族不平等和新冠疫情可能是
她上任后的最重要事务。相比白宫国家
安全委员会，国内政策委员会受关注度

较低。美联社评述，任命赖斯为白宫国
内政策委员会主任，拜登意在显示国内
政策是他执政初期的重要议程。

拜登团队 10日还宣布，提名奥巴
马时期白宫办公厅主任丹尼斯·麦克
多诺出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民主党
籍、非洲裔国会众议员马西娅·富奇出
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奥巴马时期
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再次出任农

业部长；华裔女律师戴琦出任美国贸
易代表。这4个内阁职位的人选需要
获得参议院确认。

戴琦英文名凯瑟琳·戴，现年45岁，
会说普通话，现任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
会首席贸易律师，2007年至2014年在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供职，其间后三年
担任对华贸易法律事务首席顾问。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拜登提名下届政府多个高级别职位人选

提名华裔女律师任美贸易代表

巴西确认首位
二次感染新冠患者

新华社巴西利亚12月10日电（记
者周星竹）据巴西卫生部10日消息，巴
西确认了首位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患
者，为一名女性医务工作者。

这名患者现年37岁，在巴西东北部
的北里奥格兰德州和帕拉伊巴州从事医
务工作。6月 17日，这名患者出现头
痛、腹痛和鼻炎等症状，于6月23日被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10月11日，她再
次出现乏力、肌肉酸痛、头痛、丧失嗅觉
和味觉等症状，在10月13日的新冠检
测结果再次呈阳性。

北里奥格兰德州和帕拉伊巴州的相
关部门共同调查后，将检测样本送往奥
斯瓦尔多·克鲁斯基金会。分析结果证
实，这名患者先后两次被不同毒株的新
冠病毒感染。

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基金会表示，该
病例被确认为二次感染是因为其两次核
酸检测结果间隔在90天以上，且两次感
染毒株不同。就目前来看，二次感染仍
较为罕见，各国尚需进一步研究二次感
染的缘由和可能性。

超15万俄民众接种
“卫星V”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10日电（记
者李奥）俄罗斯“加马列亚”流行病与微
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金茨堡10日
表示，已有超过15万俄罗斯民众接种了

“卫星V”新冠疫苗。
此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

截至9日已有超过8500名俄罗斯军人
接种了新冠疫苗。

俄总统普京2日说，俄罗斯将在12
月第二周开始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将从医生和教师这两个高风险群
体开始。

俄罗斯副总理戈利科娃10日表示，
俄所有联邦主体将在本周内启动疫苗接
种工作。

“卫星V”疫苗需分两剂接种，中间
间隔3周。

俄罗斯政府主办的“遏制新冠病毒”
网站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
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7927例，累计确
诊2569126例；新增死亡病例562例，累
计死亡45280例；新增治愈病例25887
例，累计治愈2033669例。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10日电（记
者刘品然）美国政府10日宣布，摩洛哥
与以色列已同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
上宣布这一消息。白宫随后发表声明
说，特朗普当天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
德六世通电话，支持摩洛哥就解决西
撒哈拉问题的提议，并“承认摩洛哥对
西撒哈拉的主权”。穆罕默德六世在
通话中同意“恢复”摩洛哥与以色列的
外交关系，并将扩大经济文化合作以
促进地区稳定。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
电视讲话，称以色列与摩洛哥关系正

常化协议将带来“历史性和平”。他
说，两国将尽快采取行动，建立全面外
交关系。

摩洛哥国王办公室10日发表公
报说，摩洛哥将与以色列恢复官方联
系，并尽快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穆罕默德六世当天与巴勒斯坦总统
阿巴斯通电话，重申摩洛哥坚持在

“两国方案”基础上解决巴勒斯坦问
题的立场。

在美国撮合下，以色列近期已与
阿联酋、巴林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并
同意与苏丹实现关系正常化。相关协
议遭到巴勒斯坦各方的反对。

摩洛哥与以色列同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新华社巴黎12月11日电（记者
陈晨）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
10日宣布，对美国谷歌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和亚马逊公司分别处以1亿
欧元和3500万欧元的罚款，理由是
这两家互联网企业未经同意搜集用
户上网痕迹。

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日前发现
谷歌和亚马逊在未征得用户同意情况
下，擅自向用户设备投放用于广告目
的的Cookies。所谓Cookies，是网

站为了辨别用户身份、追踪用户上网
行为而暂时或永久性储存在用户设备
上的数据。

法国方面表示，两家企业将有3
个月时间来进行整改，否则将面临额
外罚款。

2019年1月，国家信息与自由委
员会曾因谷歌违反数据隐私保护相关
规定，对其处以5000万欧元罚款。这
是依据2018年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开出的首张罚单。

法国监管机构对谷歌和亚马逊开巨额罚单

12月1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左）和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碰肘致意。

欧盟27国领导人1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就落实此前制定的一揽子复
苏计划达成协议。 新华社/美联

欧盟峰会就落实复苏计划达成协议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0日电（记
者许缘 高攀）美国劳工部10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截至
12月5日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
救济人数增至85.3万，创9月中旬以
来最高值，显示新冠疫情反弹背景下
美国就业市场复苏面临阻碍。

数据显示，截至 12月 5日的一
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环比
增加13.7万，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得
克萨斯州等疫情较为严峻的州环比增
幅最为明显。此外，截至11月28日

的一周，美国全国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环比增加23万至575.7万。

分析人士认为，疫情大幅反弹是首
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激增的主要原因。
自11月初以来，美国新冠病例数不断激
增，一些州和地方政府重新颁布“居家
令”或对经济活动实施限制，导致不少企
业再次关停，失业人数再度攀升。

美国劳工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11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6.7%，但非农
业部门新增就业人口较10月份大幅收
窄，表明就业市场复苏正在放缓。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创近三个月新高

日本厚生劳动省10日发布的11
月全国自杀者数据显示，日本11月共
1798 人 自 杀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11.3%。其中，男性1169人，较去年同
期增加7.6%；女性629人，较去年同期
增加18.7%。女性自杀者显著增加。

日本媒体报道，2009年至2019
年，日本每年的自杀人数一直逐年递
减。今年7月以来，日本自杀人数连

续5个月较去年同期增加。特别是
10月，自杀人数达2158人，较去年同
期增加了 40.2%。截至 11月，日本
2020年自杀者总数已达19101 人。
照此趋势，2020年全年的自杀者总数
或将超过去年的20169人。

日本厚生劳动省说，目前正在分
析自杀者增多是否与新冠疫情有关。

郭丹（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11月自杀人数连续第5个月同比增加

美国疫情核心指标又创新高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最新数据，日本10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972例，再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累计确诊172416例；新增死亡病例26
例，累计死亡2513例。据日本厚生劳动省10日零时统计，日本确诊病例中已有141494人出院或者结束隔离，现有重症病例543例。核酸检测人数较前一日
增加56445人，累计检测人数约389.9万。图为11日，在日本东京，行人佩戴口罩走在街头。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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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海口市琼山区椰岛华庭小
区的许多住户都会去同一个地方“打
卡”——小区的垃圾分类收集屋。每个
人手里拎着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垃
圾袋，破袋后将不同类别的垃圾丢进
各自分属类别的垃圾桶里。

“一开始还有点晕，搞不清楚垃圾
如何分类，也觉得麻烦，但物业人员常
常上门宣传，还派人在垃圾桶旁边指
导我们扔垃圾，慢慢就了解了。”12月
11日下午，出门接孩子放学的居民王
女士顺道将家里的垃圾扔进不同垃圾
桶，“以前各种垃圾都扔在一起，异味

很大，夏天尤其难闻，现在实行垃圾分
类，这种情况好多了”。体会到垃圾分
类带来的便利，王女士也开始教导孩
子如何在家分类投放垃圾。

小区居民梁女士说，为了做好垃圾
分类，家人专门多买了几个家用垃圾
桶，“就像垃圾分类收集屋一样，不同
颜色的垃圾桶放不同的垃圾”。

看似小小的举动，其背后观念的转
变实则不易，琼山区上下为此付出了
许多努力。琼山区环境卫生管理局副
局长何运吉介绍，为方便市民准确判
断垃圾类别，该区委托技术公司专门

开发制作了生活垃圾分类智能小程
序，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
圾及其他垃圾等4类生活垃圾查询板
块，市民也可以在搜索栏直接输入具
体的垃圾名称进行查询。该小区的垃
圾清运车也每天准时开运，确保垃圾
不久积、垃圾桶空间充足。而凤翔街
道办则在近期对该小区的垃圾房进行
了改造，张贴了宣传画，分类标识更加
清晰。

而该小区的物业公司也下了不少
功夫。小区负责人洪英凤介绍，在凤
翔街道以及大园社区居委会的支持和

指导下，小区结合入户宣传人口普查
以及交水电费的机会，通过上门宣传、
公示栏宣传、业主群宣传，以及组织开
展主题宣传活动等方式，宣传垃圾分
类知识。

在垃圾分类工作的初期阶段，该小
区物业还安排专人督导。“每天早上
派人守在垃圾桶边，对分类较好的
业主进行点赞，对不熟悉分类的业
主进行指导。时间长了，住户们也
都自觉分类了。”该小区垃圾分类督
导员李森说。

（撰文/赵静毅）

垃圾分类，海口椰岛华庭小区流行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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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以及经济学
奖颁奖仪式，因新冠疫情改为10日在线上举行，活动地点也首次改在瑞典首
都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当晚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晚宴也因疫情取消。
今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

图为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卡尔-亨里克·赫尔丁在颁奖仪式上致辞。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