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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11月1日电 据美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1月1日发布
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
部时间1日3时21分（北京时间1日15
时21分），全球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
500万例，达5000425例；全球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增至246721929例。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
全球累计死亡病例2020年9月28日
增至100万例，2021年1月15日增至
200万例，4月17日增至300万例，7月
7日增至400万例。

数据还显示，美国是全球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和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
家 ，分 别 达 45970881 例 和 745836
例。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还包括
印度、巴西、英国、俄罗斯、土耳其和法
国等，累计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还有巴
西、印度、墨西哥、俄罗斯和秘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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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和地区数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日在全
球新冠死亡病例数超过500万之际，呼
吁促进疫苗公平分配，实现全球新冠疫
苗接种战略所设定的目标。

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说，新冠死亡病
例数超过500万，说明我们在世界上许
多地区的抗疫行动是失败的。非洲人
口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目前仅为5%，
这是“全球耻辱”。

他说，新冠死亡病例数超过500
万明确警示我们，对疫情的警惕不能
放松。新的死亡病例不断产生，医疗
资源紧张、医护人员精疲力竭的现象
仍然存在，病毒变异的风险不能排
除。与此同时，虚假信息、疫苗囤积
和“疫苗民族主义”以及缺乏全球团
结为新冠疫情继续蔓延提供了条件。

他说，以为大流行已经结束是一
个错误。随着许多国家放松疫情限
制，必须在继续施打疫苗的同时，不
放松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
护措施。

古特雷斯呼吁世界领导人支持
此前他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推出的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争
取到2021年年底为所有国家约40%
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到 2022 年中
期接种人口比例提升至 70%。他敦
促世界领导人解决资金缺口，为达目
标协调行动。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1月1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全球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已经突破 500
万例。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节点。它
再次提醒世人，新冠病毒这个恶魔不会
自行消失，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团结合
作，采取更强有力行动，抗疫才能取得
最终胜利。

500 万生命凋零印证了一个残酷
现实，那就是新冠毒株可能变种频出，
抗疫马拉松远未结束。一年多来，一些
发达国家在与疫情的漫长作战里似乎
患上了“抗疫倦怠症”，认为新冠肺炎不
过是危害性会减弱的“大号感冒”，实施
严格防控措施是小题大作。这是一种
危险心态。正如不少专家指出的那样，
如果放任疫情恶化，全球公共卫生体系

可能难以承受巨大压力，疫情防控面临
失控风险。面对新冠病毒这个危险而
狡猾的敌人，任何松懈和疏漏都有可能
造成前功尽弃。各国必须齐心协力，做
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疫苗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放
眼全球，疫苗分配不均、接种不平衡问
题仍然突出，构筑全球“免疫长城”的道
路依然漫长。一些发达国家奉行“疫苗
民族主义”，囤积超量疫苗，导致发展中
国家疫苗短缺，接种率低。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全球新冠死亡人数已经
超过去年全年。鉴于疫苗接种和防控
能力的差异，当下疫情的全球传播呈现

“不均匀性”，持续向发展中国家及贫穷
国家蔓延。

世卫组织负责疫苗标准制定相关
机构中国籍科学家雷殿良博士指出，当
前全球抗疫形势非常严峻，须尽快提高

疫苗接种覆盖率以阻断病毒传播。否
则，新冠病例越来越多，病毒变异机会
随之增加。一旦出现超强毒株，全球疫
情防控可能面临深度危机。

面对疫情蔓延，解决方案只有一
个，那就是世卫组织强调的三个关键词：

“团结”“团结”“团结”。策略上的团结要
求全世界在抗疫方面协调一致、严格管
控，真正阻断病毒传播链条；行动上的团
结要求各国摈弃疫苗民族主义，同舟共
济，启动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优先向
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提供疫苗；
思想上的团结则要求人们凝聚更多共
识，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同时，为全球携手抗疫作出巨大贡
献。去年，中国向150个国家和13个国
际组织提供了抗疫援助。今年以来，中

国已经向106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
供了超过15亿剂疫苗，为防控疫情、引领
抗疫国际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从东南亚到非洲大陆，从中东到南
美洲，捐赠疫苗、技术转让、合作生产
……中国不断提高疫苗的可及性和可
负担性，以实际行动践行疫苗作为全球
公共产品的承诺。在向“新冠疫苗实施
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中国承诺
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 1 亿剂
疫苗，为促进疫苗在全球公平分配和使
用持续作出贡献。

面对全球抗疫的严峻形势，大国要
作出表率，提供更多疫苗等公共产品；
各国要齐心抗疫，并肩作战，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是人类战胜
疫情的唯一正确出路。

（新华社日内瓦11月1日电 记者
陈俊侠）

韩国启动全国性购物节
开始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

韩国11月1日启动年度全国性
购物节，将持续至15日。同一天，韩
国进入新的新冠疫情防控模式，开
始“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说，年度
购物节2016年开办，今年是规模最
大的一次，2053家企业将参与线上
线下折扣活动。

据韩联社报道，LG电子和三星
电子有限公司推出电视机和电冰箱
等家电优惠活动，部分产品折扣低
至六折；现代汽车公司等汽车制造
商准备了特别折扣和礼品；时尚品
牌部分产品低至两折；化妆品、家具
和食品也优惠促销。

百货商场、主要电商、便利店各
自促销。韩国中央政府和17个地方
政府也准备了多种形式优惠券和推
广活动。

韩国今夏以来遭遇第四波疫情，
国内消费受挫，此次购物节被寄予厚
望。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10月31日
远程出席购物节启动仪式。他在社
交媒体发文说，韩国需要一场“温暖
的消费”提振消费者和商户信心。

据韩国银行（央行）数据，韩国
第三季度个人消费较上一季度下滑

0.3%，而第二季度实现了环比3.6%
的增幅。

购物节启动当天，韩国进入“分
阶段恢复日常生活”的防疫模式，将
实施为期四周的第一阶段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餐厅、咖啡馆等
大部分公众聚集设施营业时间不再
受限，但营业性娱乐场所等高危设
施营业时间不得超过晚12时；首都
圈和非首都圈的私人聚会人数上限
分别增至10人和12人，但在餐厅和
咖啡馆的私人聚会中，疫苗未接种
者不得超过4人；活动和集会时，如
参加人员包括疫苗未接种者限员99
人，如仅由完成疫苗全程接种者和
核酸检测阴性者参加限员499人；
进入室内体育设施、营业性娱乐场
所、医疗设施等需出示新冠疫苗接
种证明或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按计划，重症病床使用率一旦
超过75%，政府将暂停第一阶段措
施，启动“应急计划”。

韩国政府11月1日通报，韩国前
一日新增确诊病例1686例，累计确
诊36.6万例，新增死亡病例9例，累
计死亡2858例。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国际时评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
10月31日说，她感染了新冠病毒，
症状轻微。

据美联社报道，普萨基最近一
次与总统约瑟夫·拜登见面是 10
月 26日在白宫，彼此距离超过1.8
米，都戴着口罩。拜登定期接受新
冠病毒检测。白宫方面说，拜登
10月30日的最近一次检测结果为
阴性。

普萨基没有跟随拜登前往意
大利罗马参加周末举行的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她本来计划随
行，但启程前得知多名家庭成员新
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因而取消
行程。

普萨基在一份声明中说，她从

10月27日起再没有与总统或白宫其
他高级别工作人员有近距离接触。

“我一直隔离，周三（10月 27
日）、周四、周五、周六新冠病毒（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然而今天（10月
31日），结果为阳性。”

据美联社报道，随拜登出访的
白宫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启程前每
天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均已完全
接种疫苗。白宫副新闻秘书卡里
娜·让-皮埃尔随拜登出访。

普萨基说，她准备在10天隔离
期结束以及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后
返回工作岗位。

白宫不少官员已接种加强针。
拜登于9月27日接种加强针。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在经历近600天防疫封锁后，澳大
利亚11月1日重新开放国门。新南威
尔士和维多利亚两个人口大州及首都
堪培拉的机场开始允许旅客入境，但多
数是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本国公
民和永久居民。

为防控新冠疫情，从去年3月20
日开始，澳大利亚实施严格边境管控措
施。绝大部分出入境航班停飞，旅客需
要证明旅行“必要性”、获得特别许可后
方可出入境。大批澳大利亚公民因此

滞留海外。
11月1日凌晨，在澳大利亚最大城

市、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的金斯福
德·史密斯国际机场，刚下客机的旅客
陆续走出航站楼。蒂姆·特纳在机场告
诉媒体记者，他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儿
子，能回到悉尼“太美好了”。

澳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社交媒体
上称这一天是“澳大利亚的大日子”。

先前新冠疫情较重、经历数月封锁
的悉尼和墨尔本允许完成疫苗全程接

种的澳大利亚公民自由进出，不用隔
离。不过，在一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
州，入境旅客仍必须在酒店隔离14天。

执飞美国洛杉矶至悉尼航班的一
架澳洲航空公司客机凌晨在悉尼机场
着陆。澳航旗下大部分航班已停飞逾
18个月。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伦·乔伊
斯说，定期国际航班复飞“姗姗来迟”。

新加坡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也是凌
晨抵达的首批国际航班之一。

路透社援引澳大利亚外交部数据

报道，身在海外的大约4.7万名澳大利
亚公民和永久居民希望回国。

不过，第一批进港航班乘客寥寥，
因为澳大利亚恢复国际旅行的新规主
要适用于本国公民和拥有永久居留权
的外籍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经过漫长
封锁后，国际航空客运量预期需要较长
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暴发前水平。

法新社报道，超过100万名外国公
民仍滞留澳大利亚。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全球新冠
死亡病例数超 万
联合国秘书长敦促防疫不放松

白宫新闻秘书感染新冠

关注全球抗疫

500万生命凋零 抗疫马拉松远未结束

防疫封锁近600天

澳大利亚“重开国门”

泰国正式迎来
“免隔离”游客入境

500

泰国11月 1日正式迎来
逾一年半以来首批“免隔离”
入境泰国的外国游客。这些
游客全都完成了新冠疫苗接
种，并来自新冠疫情低风险国
家和地区。

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
业之一。2019年，入境泰国
的游客人数近4000万人次；
但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
赴泰游客骤减至670万人次，
导致旅游相关行业失业率显
著上升。

图为外国游客抵达泰国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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