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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抗疫
观 天下

新华社纽约12月26日电 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6日发布的新冠
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26日13时22分（北京时间27日2
时22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8000万例，达80081092例，累计死亡

病例1753839例。
数据显示，美国是累计确诊病例和

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
18800165 例，累计死亡病例 330678
例。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还有印
度、巴西、俄罗斯、法国和英国等，累计

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还有巴西、印度、
墨西哥、意大利和英国等。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的各个
国家和地区的数据。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

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11月8日超过
5000万例，11月25日超过6000万例，
12月11日超过7000万例，从5000万例
升至6000万例用时17天，从6000万例
升至7000万例用时16天，从7000万例
升至8000万例用时仅15天。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8000万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2月26日报道，鉴于变异新冠病毒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
出现，日本政府决定从12月28日起至2021年1月底暂停批准外国人入境。日本公民、常
住外国人和部分国家与地区的商务人员入境不受这一政策影响。

图为旅客走在空旷的日本成田国际机场到达大厅。 新华社/美联

日本今日起暂停批准外国人入境

欧洲联盟多个成员国定于27日启
动新冠疫苗接种，医护人员和养老院老
人优先。

按照欧盟委员会计划，法国、德国、
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当
天将启动接种。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
拉·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写道，“我们正
开始翻开艰难一年的新一页”。

欧盟国家订购的疫苗由美国辉瑞制

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
研发，在比利时和德国生产。接种者需
注射两剂，间隔21天。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26日“抢先一
天”启动接种。匈牙利首批疫苗可供
4875人接种，首先为首都布达佩斯一线
医护人员接种。在斯洛伐克，政府新冠
疫情应对委员会成员首先接种。

疫情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

26日收到首批疫苗。
法国首批收到19500剂疫苗，将首

先在首都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大区和东
部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区的养老院
和医院启动接种。法国政府希望明年1
月至2月为养老院100万人接种疫苗。

德国首批疫苗26日由货车运往多
地养老院，将为那里的老人接种。正式
接种启动前，一名101岁的老妇26日成
为德国首名接种者。德国政府打算到今
年底把130万剂疫苗分配给各地方卫生
部门，明年1月起每周分配大约70万剂
疫苗。

在葡萄牙，首批疫苗由一辆货车在
警方护送下运至中部地区，继而分配给
5所大医院。

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调查显示，法
国、波兰、意大利等一些欧盟国家不少民
众对新冠疫苗效果持怀疑态度或不愿意
接种。意大利外交部长路易吉·迪马约
26日呼吁民众接种疫苗：“我们将重获
自由，重新能够拥抱。”

意大利是欧盟地区新冠死亡人数最
多的国家，首批接收将近1万剂疫苗。
意卫生部说，意方很快将每周收到47万
剂疫苗。

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人口共约
4.5亿。冯德莱恩先前说，为结束新冠疫
情，欧盟地区70%人口需要接种疫苗。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欧盟多国启动新冠疫苗接种

12月27日，在德国科布伦茨，医务人员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做准备。 新华社/法新

有人爱吃肉，有人则偏爱吃素。
英国牛津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爱
吃素或许与基因变异有关。

牛津大学研究人员从英国生物
医学库中选取5642名素食者和超过
36万名喜欢吃肉者的相关信息，分
析 后 发 现 VRK2 基 因 附 近
rs10189138位点的基因变异与人爱
吃素存在“显著关联”。已知VRK2
基因与大脑和人格发展存在关联，还
与人是否喜欢吃肉有关。研究人员
说：“先前研究显示，它与人摄入牛

肉、羊肉、猪肉和加工肉类的不同选
择存在关联。”

不过，研究人员在英国《韦尔科姆
开放研究》杂志刊载的报告中说，尽管
上述发现表明基因变异与人从爱吃肉
变得喜欢素食有关联，但这不意味着
基因变异就是导致人生活方式变化的
真正原因，而是说基因变异或许让人
更容易接受素食生活方式。找出人们
选择某些食物的原因，其重要性在于
这关乎身体健康。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研究显示爱吃素或源于基因变异

实际控制加沙地带
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26日发
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
列军队当天凌晨空袭加
沙地带，声称这是一次
“野蛮侵犯”。

图为加沙城上空冒
出浓烟。

新华社/法新

美国伊利诺伊州罗
克福德市一保龄球馆
26日晚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3人死亡，另有至
少3人受伤。

伤者中至少包括
两名青少年。但警方
没有公布伤者年龄、伤
情以及死者信息。

图为人们与警察
在枪击事件现场交谈。

新华社/美联

美国一保龄球馆发生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

哈马斯谴责以军空袭加沙地带

新华社伊斯兰堡 12月 27日电
（记者蒋超）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
27日发表声明说，巴军方一架直升
机 26 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
特-伯尔蒂斯坦地区坠毁，机上 4
人死亡。

声明说，直升机在执行转运一具
遗体任务的途中因技术原因坠毁，机

上两名飞行员和两名士兵遇难，事故
并未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当地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6日下午，直升
机坠毁在偏远的山谷地区，失事后损
毁并起火，机上人员无一生还。军方
搜救人员已抵达现场并找到全部遇难
者遗体。

巴基斯坦军方一直升机坠毁4人死亡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处长
谢尔盖·伊万诺夫26日说，冷战期间
为苏联效力的原英国对外情报局、即
军情六处特工乔治·布莱克当天去
世，终年98岁。

布莱克1922年出生于荷兰鹿特
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反
抗纳粹德国的荷兰地下抵抗运动，
后逃至英国，加入军情六处。1948
年，他被派至韩国首都汉城（今首
尔），收集苏联情报。朝鲜战争爆发
后，朝鲜人民军夺取汉城，布莱克被
关入战俘营。

1951年春，布莱克经由朝鲜军官
告知苏联大使馆，希望与苏联国家安
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代表见面，希望
合作。

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署后，布
莱克回到英国伦敦，继续为军情六处
工作，暗中为苏联收集英美情报。他
在克格勃代号“鼹鼠”。

法新社报道，布莱克向克格勃透露
的军情六处特工名单“或许有五六百
人”。到了1961年，一名波兰情报高官
叛逃，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军情六处
内部苏联卧底消息，布莱克双面间谍身
份暴露，被英国判处42年监禁。

5年后，在3名同情他的狱友协
助下，布莱克借助绳梯，成功越狱，在
同伴住处躲藏两个月后，藏身一个挂
在小汽车底的木箱内，辗转进入东
德，最终抵达苏联。他在莫斯科受到
英雄般的欢迎，被授予上校军衔。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冷战传奇间谍布莱克去世

伊朗担心购疫苗款项
遭美国没收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26日
说，美国政府要求伊朗购买新冠疫
苗必须经由美国银行机构转账，伊
方担心相关款项可能遭美方没收。

鲁哈尼与伊朗防疫工作组开会
时说，“我们希望把存款从一个国家
取出来”购买疫苗，“这个国家已经
同意”。他没有披露是哪个国家。

鲁哈尼说，美国财政部分管制
裁事务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起初
表示对这类资金转账“不持疑问”，
后来却说“钱得先通过一家美国银
行才能转出”。

鲁哈尼隔空质问美国政府：“谁
能信任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在所
有找得到的地方偷走我们的钱。”

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政府2018
年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后，对伊朗重新实施并数次追加制
裁。伊朗在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资产
遭冻结。

根据伊朗官方数据，2月暴发
新冠疫情以来，伊朗累计确诊病例
接近120万例，死亡病例接近5.5万
例，是中东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卫生部长赛义德·纳马基本
月早些时候说，伊朗已经借助世界
卫生组织主导的COVAX全球新
冠疫苗计划预订1680万剂疫苗。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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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人民群众
对健康管理愈发重视，对多层次医疗
保障的需求也日益迫切。据统计，
2019年我省职工医保实际住院费用报
销比例74.26%，居民医保实际住院费
用报销比例64.5%，个人负担的比例还
比较高。针对上述问题，近期，海南推
出一款按照“政府指导、市场运作、自
愿参保”的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惠琼保”，这是为海南老百姓定
制化的医疗保障惠民措施，将极大减
轻参保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满足群众
多元化、多层次健康保障需求，对构建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什么是“惠琼保”？

“惠琼保”是由海南省医疗保障
局、海南银保监局共同指导，多家商业
保险公司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制度集
成创新，创新推出的普惠型商业补充
医疗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互补衔接，是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报
销基本医疗保险无法覆盖的部分，保

障重大疾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具
有保费低，保障高，限制少的特点，将
极大减轻参保人的医疗负担。

“惠琼保”保障标准是多少？

“惠琼保”A款、B款共有四个保障
责任：

A款的保障责任：
责任一：参保人住院和患有慢特

殊疾病门诊治疗所发生符合医疗保险
规定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报销后，个人自付年度累计超过2万
元以上的部分，由“惠琼保”报销80%。

责任二:参保人住院和患有慢性特
殊疾病门诊治疗所发生符合医疗保险规
定的医疗费用超过45万元以上的部分，
由“惠琼保”100%予以报销。

责任一和责任二合并计算，年度
最高可赔付100万元。

责任三：参保人因疾病或意外，经
基本医保定点医院确诊为必须住院治
疗的，其当年度住院治疗期间发生的
医保药品目录外的治疗性药品费用

（包括西药、中药、中成药），个人自付
年度累计超过2万元以上的部分，由

“惠琼保”报销50%，年度最高报销10
万元。

责任一、责任二和责任三合并计
算，年度最高可赔付110万元。

B款的保障责任：
在责任一、二、三基础上增加了责

任四（博鳌“乐城特药险”）：对参保人
员因初次罹患本产品所附《特定高额
药品目录》中所列疾病，包含21种在
国内已上市的和49种国内未上市的
当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肿瘤、罕见病等
治疗所需昂贵药品，年度无免赔金额，
由“惠琼保”100%赔付，保额100万
元。注意：责任四有疾病既往史限制，
需要联系保险公司在指定医院或药房
购买使用。

责任一、责任二、责任三和责任四
合并计算，年度最高可赔付210万元。

如何购买“惠琼保”，发生医疗后
如何理赔？敬请期待下期解答。

（策划/晓原 撰文/晓慧）

惠琼保：普惠性补充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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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

2020年，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省医疗保障局将“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作
为全省医保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落实。
截至目前，全省所有基层定点医疗机构都
部署了功能多元的“村医通”智能终端。

“村医通”能给群众看病治病带来什么
样的便捷好处？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
责人对此解答。

问：目前全省的“村医通”便民服务工
程落实情况如何？

目前，已在全省全面部署“村医通”智
能服务终端设备。这种智能服务终端设
备具有医保结算、退费、清算，医保目录查
询，参保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医保缴费，社
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生物识别等功
能。为居住分散、偏远和交通不便的参保
人提供了家门口医保社保的一站式服务。

问：“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取得成效
如何？

基于“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全省开
通以来的运行数据和信息反馈，主要取得
了三个方面成效。一是实现了从“群众找
医保”到“医保找群众”的转变。随着“村
医通”便民服务工程的全面部署，全省
2357名基层医生变成了我省医保政策的

“宣传员”、“信息员”，农村居民对我省的
医疗保障政策知晓度大为提高。

二是实现从“群众多跑腿”到“数据多
跑路”的转变。“村医通”智能终端应用投入
使用后，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参保人大病、
小病的就诊、报销，医保参保、缴费，社会保
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基层服务事项可在

“村医通”便民服务终端办理，为城乡居民
尤其是农村群众在家门口提供一站式就诊
报销等便民医疗服务。

三是实现从“监管有盲区”到“监管有
抓手”的转变。在“村医通”智能终端应用
没有投入使用后，依托“村医通”便民服务
终端的生物识别功能，对参保群众进行实
时身份识别，确保“人证合一”。在村医进
行医保费用录入时，系统自动从结算平台
获取乡镇卫生院目录价格，村医无法添加

药品或修改价格，大大提高村医的医药服
务行为规范水平。同时依托“村医通”结
算平台，对村医接诊、群众就诊、医保结算
等服务场景，实行全过程留痕、透明化监
控，最大限度减少了人为操纵的空间，从
源头上遏制违规行为的产生，大大降低基
金运行风险。

问：如何推进“村医通”便民服务工
程？

“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是我省惠民
利民的长效工程，省医疗保障局为全面、
深入的推进“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实施，
进一步提高医保基层公共服务效能。一
是将持续加强“村医通”推广应用力度，组
织下乡入户宣传，营造浓厚宣传氛围。二
是将持续完善“村医通”便民服务功能，不
断提高智能终端应用操作便捷度，协同多
部门将更多、更好的便民服务打包送到参
保人家门口，让参保人切实享受医保信息
化发展成果。三是将加强对“村医通”各
个建设单位的工程质量安全管控，将“村
医通”便民服务工程建成为民心工程、金
牌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