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援助的新冠疫苗运抵津巴布韦
可满足10万人、每人2剂的接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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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新华社华盛顿2月14日电（记者
谭晶晶）多名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及相关
研究人员驳斥美国《纽约时报》，认为该
报“故意歪曲”“断章取义”，所谓“中方
拒绝分享可能让世界更加了解新冠疫
情起源的原始数据”的报道与他们在中
国的经历不符。

《纽约时报》12日刊文，声称援引近
期赴武汉的世卫组织独立调查专家“说
法”，称中国继续拒绝公布有关新冠疫
情暴发初期的信息，这使他们很难发现
重要线索以遏制未来这类疾病暴发。

对此，《纽约时报》报道中援引的专
家、总部设在美国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动物学家彼得·达
萨克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这不是
我在世卫组织任务中的经历。作为动
物及环境工作组的负责人，我感到中国
同行们值得信任，感受到他们的坦率。
我们的确获得了关键的新数据，也增加
了有关病毒传播途径的了解。”

另一名出现在《纽约时报》报道中的
世卫专家、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塞娅·
菲舍尔在推特上转发达萨克的推文说：

“这也不是我在流行病学小组的经历
……我们说的话被故意歪曲，这为重要
的科学工作蒙上阴影。”她还表示，要建
立信任必须要忠于事实。“请停止这种关
于‘无法获得原始数据’的负面说法！”

达萨克在菲舍尔的评论后回复道：
“听听！我们花时间向记者解释了我们在
中国长达一个月疲惫工作中的关键发现，
而我们的同事所说的话却被断章取义，用
来捏造在我们工作开始前就已设定好的
报道，令人失望。《纽约时报》，你真无耻！”

生态健康联盟中国和东南亚科学

与政策顾问、流行病学家休姆·菲尔德
在推特上表示：“合作就是相互信任和
尊重，如果做不到这些，没有人愿意与
你分享信息。作为研究新发传染病的
科学家，我们迫切需要抛弃政治废话。”

世卫组织派出的国际专家组于1月
14日抵达武汉，与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
组，共同开展新冠病毒全球溯源中国部分
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月12日
表示，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已完成全
球病毒溯源中国部分的工作，报告的最终
详细版本将于未来几周内公布。

世卫专家驳斥《纽约时报》抹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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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
慈父刘群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不幸于
2021年2月15日9：30在海口去世，享
年59岁。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1年2
月17日（正月初六）9：00，在海口市殡
仪馆碧海厅举行。谨此讣告。爱子刘
一非携家人泣告 2021年2月15日

公 告

法媒：
马克龙呼吁全球行动
抗击新冠疫情

新华社巴黎2月15日电 （记
者陈晨）据法国《星期日报》14日报
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该媒体
专访时表示，国际社会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方面应采取“快速、有效和
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

马克龙说，“我们正在争分夺秒
地投入到与变异新冠病毒的斗争当
中。如果没有快速、有效和团结一
致的国际集体行动，我们将面临病
毒乘虚而入的风险”，只有通过开展
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才能赢得抗击
疫情这场“世界大战”。

马克龙强调：“我们必须与中国
和俄罗斯合作，确保这两国科学家
研发的疫苗在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
必要认证后，可被纳入对抗疫情的
多边努力中。”

根据法国公共卫生部门14日
公布的数据，截至当日14时，在过去
24小时内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6546 例，累计确诊
3465163例，累计
死亡81814例。

新华社莫斯科2月15日电（记
者李奥）俄罗斯15日成功发射“进步
MS-16”货运飞船，向国际空间站运
送补给物资。

据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消息，莫
斯科时间15日7时45分（北京时间12
时45分），搭载“进步MS-16”货运飞
船的俄“联盟-2.1a”运载火箭从位于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发
射升空。经过8分48秒，货运飞船同

运载火箭第三级分离，进入轨道。
消息说，飞船将飞行两天，预计

于莫斯科时间17日9时20分（北京
时间14时20分）与国际空间站“码
头”号多功能对接舱对接。

据悉，这艘飞船向国际空间站
运送约2.5吨货物，包括燃料、实验
设备、衣物、水和食物，还有维修国
际空间站俄“星辰”号服务舱漏气处
的材料。

俄罗斯成功发射“进步MS-16”货运飞船

世贸组织正式任命
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为新任总干事

世界贸易组织2月 15日正式任命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为新任
总干事。

这是2020年7月15日，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
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发（李叶 摄）

据新华社东京2月15日电（记
者刘春燕）日本内阁府15日公布的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新冠疫情影
响，2020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下降 4.8%。经济学家普遍
认为日本经济恢复至疫前水平仍需
时日。

数据显示，内需拖累去年日本经
济3.8个百分点，外需拖累经济1.0
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等日
本主要出口市场迅速恢复，避免日本

经济出现更大程度下滑。
日本媒体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虽然去年下半年日本经济连续两个
季度环比增长，但由于疫情仍在持
续，市场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经济复
苏动力偏弱，经济想要恢复到疫情前
水平困难重重。

此外，东京奥运会今年能否举办
也面临一定不确定性。三菱日联摩
根士丹利证券公司预估，取消奥运会
将令2021年日本GDP下降0.7%。

去年GDP下降4.8%

日本经济大幅萎缩 完全恢复仍需时日

以色列打击网络谣言
推广新冠疫苗接种

以色列是新冠疫苗接种启动最
早、进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只是，以色
列卫生部近期发现新冠疫苗接种速度
有所下降。

为扭转这一势头，以色列政府重
点打击互联网上有关疫苗的不实消
息，同时以多种形式鼓励民众积极接
种疫苗。

接种降速 发现问题

以色列去年12月开始接种美国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
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以色列卫
生部数据显示，迄今大约250万、即超
过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以色列人接种了
两剂辉瑞疫苗。超过42%的以色列人
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美联社15日报道，16岁以上以色
列人2月起可以接种辉瑞疫苗，但疫苗
接种速度最近下降。1月日均超过12.7
万人接种，2月日均超过10.6万人接种。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上周说，推广疫苗接种的“唯一阻碍”
是“假新闻以及在民众之间和互联网
流传的迷信说法甚至恶意观念”。

美联社报道，以色列个别宗教领
袖呼吁信众不要接种新冠疫苗，在社
交媒体谎称接种疫苗会导致严重后
果；就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项目，属于
少数族裔的一些阿拉伯人不信任政
府；另有不少以色列年轻人过分自信，
认定感染新冠病毒后不会出现重症。

打击谣言 推广疫苗

为使迟疑接种疫苗的以色列人尽
快接种，以色列卫生部成立一个小组，
打击网络谣言。

卫生部官员埃因奈夫·希姆龙说，
一旦发现不实消息，卫生部人员将提醒
司法部，由后者要求社交媒体删除不实
消息。

以色列卫生部与文化部14日说，
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和其他文化场
所有望本月晚些时候重新开放，只有
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可以入内。

卫生部同时在社交媒体推广疫苗
接种，包括招募数十名“网红”录制视
频，鼓励更多网友接种。情人节当天在
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男
子拿着装有一个疫苗瓶的小盒子对女
友说，“你愿意与我一起接种疫苗吗？”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2月14日，一对情侣走在韩国首尔街头。 新华社/法新

2月15日，在新西兰奥克兰，人们开车抵达检测点等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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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拉雷2月15日电（记者
张玉亮）由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疫苗15
日清晨由津巴布韦航空专机运抵首都
哈拉雷的罗伯特·穆加贝机场，这是这
个南部非洲国家获得的首批新冠疫苗。

在机场举行的交接仪式上，津巴布
韦副总统兼卫生部长奇温加代表津方
接收这批疫苗。奇温加在致辞中感谢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津巴布韦抗疫事业
的支持。他表示，这批中国援助的疫苗
给津巴布韦控制疫情带来了希望。在
津出现新冠疫情近一年后，民众有望通
过接种疫苗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中国驻津大使郭少春说，中国向津
巴布韦援助疫苗，体现了两国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的实质和两国政府、人民
之间的深情厚谊。

这批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可
满足10万人、每人2剂的接种需求。根
据津政府的疫苗分配计划，将首先为全
国近3万名一线医护人员接种。据介
绍，津政府还向中方购买了60万剂新冠
疫苗，预计将于3月上旬运抵津巴布韦。

津总统姆南加古瓦此前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是首个向津巴布
韦援助疫苗的国家，这体现了两国牢不

可破的友谊。这批疫苗给正在进行抗
疫斗争的津政府和人民带来希望，犹如

“隧道尽头的光芒”，津政府和人民对这
一拯救生命的善举深表感谢。

津巴布韦正面临第二波新冠疫情的
严重威胁。截至2月14日，该国累计确
诊病例为35172例，累计死亡1400例，
治愈30601例。为应对疫情，津政府已
筹集1亿美元资金，用于采购新冠疫苗，
计划为全国60%的人口免费接种。

⬇ 2月15日，工作人员在津巴布
韦首都机场卸载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
疫苗。 新华社发

新华社大马士革 2月 15 日电
（记者郑一晗）叙利亚军方15日说，
首都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当天凌晨遭
到以色列导弹袭击，军方拦截了大部
分来袭导弹。

叙利亚通讯社援引叙军方消
息报道，以军当天凌晨从加利利地
区及戈兰高地向大马士革周边发
射导弹，叙防空系统实施拦截并击
落大部分来袭导弹。报道未提及

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情况。

以色列军方目前尚未对此事作
出回应。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军多次以
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为由空袭叙境内
目标。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均否认伊
朗在叙有驻军。据叙军方消息，以军
今年2月3日向叙利亚南部发射了
地对地和地对空导弹。

叙军方说大马士革周边遭以色列导弹袭击

印度北部冰川断裂坠入河流引
发的洪水导致河水浑浊，致使530公
里以外首都新德里部分城区供水不
足，15日供水中断。

首都市政部门“德里供水委员
会”副主席拉加夫·查达14日在社交
媒体推特写道，北阿肯德邦洪灾发生
后，上恒河运河流入新德里的河水浑
浊度“前所未有”，首都两家净水厂目
前只能减量供水。

根据查达所举数据，上恒河运河
14日浑浊度高达“正常程度最高值”
的80倍。

查达说：“新德里南部、东部和东

北部部分地区供水可能会受影响。
我们呼吁市民谨慎用水，正在调配足
量运水车，尽可能降低水浑浊度。”

《印度时报》报道，新德里25%
的供水来自上恒河运河，由上述两家
净水厂处理。德里供水委员会一名
高级别官员说，这两家净水厂目前
40%至70%的运行能力受影响。

北阿肯德邦杰莫利地区一处高
山冰川7日断裂，坠入陶利根加河，
引发洪水。印度全国救灾应急部队
14日说，救援人员已找到50名洪灾
遇难者遗体，154人仍然失踪。

吴宝澍（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北部山洪致首都新德里供水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