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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班布里
奇会计师事务所 9 日发布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放弃美国
公民身份的人数创纪录，超过去年
全年弃籍人数一倍有余。

班布里奇会计师事务所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共5816
名美国人放弃美国国籍，比 2019
年下半年脱籍人数 444 人增加
1201%；去年全年总数为2072人。

这家会计师事务所主营美国
和英国海外侨民税务等业务，自称
研究过美国政府每三个月发布的
脱离国籍人员名单等公开数据。
事务所合伙人阿利斯泰尔·班

布里奇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记者，据事务所观察，今
年脱籍人员大部分是“先前已离
开美国（旅居海外）、刚刚决定再
也不忍下去的人”，他们“不满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作为，不满政
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以及美国
当前的政治政策”。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9
日，美国新冠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500万例。一项最新调查发现，美
国大约五分之一成年人因新冠疫
情搬家或认识某个因此搬家的人。
班布里奇说，不少人脱籍一方

面缘于不满美国当前政治氛围，另
一方面也因为不满美国税务政策。
美国侨居海外的公民每年须填写
纳税申报单，上报他们国外银行账
户、投资和养老金。班布里奇认为，
每年申报纳税程序繁琐，“让人受
不了”。
美通社报道，旅居海外的美国

人大约有 900 万，申请放弃美国
国籍须支付 2350 美元，如果人不
在美国境内，须本人赴所在国美国
大使馆办理脱籍手续。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9
日最新数据显示，短短 17 天内，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从 400 万
例飙升至 500 万例。美国政府希
望推广快速病毒检测，以求尽早控
制疫情。
美国媒体报道，新检测方法快

速、便宜，却面临供应短缺难题；它
还有精准度相对不高的缺陷，可能
不利于老年人这一易感高危群体
防疫。

美国《政治报》9日报道，美
国政府希望推广的新型检测方法
包括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可甄别病
毒表面蛋白，半小时内可出结果。
目前常用的实验室检测甄别的是
病毒基因物质，正常情况下数小时
出结果。

抗原检测准确度低于实验室
检测，但越来越多公共卫生专家认
为，牺牲准确度换速度“值得一
赌”。因为美国眼下实验室检测样
本积压严重，受检者通常要数天后
才能获取结果，这不利于公共卫生
部门迅速隔离感染者并追踪其接
触者。不少人希望推广快速检测方
法，以便在 10 月流感季来临前遏
制美国疫情。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分管
病毒检测事务的助理部长布雷特·
吉鲁瓦尔先前说，希望 9 月时实
现每月做快速检测2000 万次。但
一些专家预估，为确保学校、医疗

机构等重要场所安全运转，10 月
时美国恐怕每周需做多达 2500
万次检测。

目前仅有两家制造商的抗原
检测试剂盒获准在美国上市，其中
一家是美国奎德尔公司。企业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CEO)道格·布赖恩
特上周告诉投资人,“需求远超快
速抗原检测领域制造商产能”，这
一情形“至少持续数个季度”。

另一制造商 BD 公司打算 7
月至 9 月共生产 1000 万套试剂
盒，10 月增产至每月 800 万套，
2021 年 3 月前达到月产 1200 万
套。企业总裁兼CEO汤姆·波伦 6
日说，“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抗
原检测试剂盒将供不应求。
《政治报》分析，美国联邦政

府上月宣布以重疫区为起点、向全
国逾 1.5 万家疗养院分发抗原检
测工具，包括试剂盒和分析样本的
仪器。只是，按照这一计划，每家疗
养院根据规模大小只能分到 150
到 900 套试剂盒，而且最长 3 个
月才能分发到位。一旦用光政府配
给，疗养院只能“自食其力”。

疗养业界人士对抗原检测的
准确率也心存顾虑，认为需审慎推
广。

缅因医疗界负责人协会发言
人贾巴尔·法泽利是老年医学医
师，准备建议他负责监管的 3 家
疗养院放弃使用抗原检测。“在疗
养院里，一个假阴性检测结果就能
引发灾难。”

据新华社报道

国际援助黎巴嫩视频会议 9
日在联合国和法国倡议下举行。法
国总统府说，会议为向黎巴嫩提供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认捐”2.98 亿
美元。
来自近 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

欧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地区组
织和国际机构的代表出席会议，承
诺尽快聚合资源援助黎巴嫩民众。

与会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各方
同意“在联合国良好协调下，向黎
方提供及时、充足且符合黎巴嫩民
众需求的援助，高效、透明地直接
发放给黎巴嫩民众”，“在这些可
怕时刻，黎巴嫩不孤独”。
声明没有说明认捐总额。法国

总统府说，已经承诺提供或可迅速
调集的紧急援助总额接近 2.53 亿
欧元（约合 2.98 亿美元）。

不过一些提供援助的国家声
称，要想获得国家经济和金融恢复

所需“长期支持”，黎巴嫩方面应
致力于“改革”。它们认为，应当就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爆炸事
件展开“公正、可信和独立调查”。

贝鲁特港口区 4 日傍晚发生
剧烈爆炸，迄今致使 158 人死亡、
6000 多人受伤，数十人下落不明，
大约 30万民众无家可归。

联合国方面说，爆炸导致黎巴
嫩至少 15 家医疗机构“结构性受
损”，超过 120 所学校不同程度受
损，大约 5.5 万名学生学业受干
扰，不少社区基本供水和清洁设施
受影响，数以千计的人急需食品。
后续 3个月，黎巴嫩需要大约 1.17
亿美元用于医疗卫生服务、应急避
难所搭建、食品发放和防止新冠病
毒蔓延等领域。

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说，
需要重建的有不少，“我们必须迅
速应对，尤其要赶在冬天到来以
前”。

法新社报道，法国已经向黎巴
嫩派出数十名搜救人员并运送重

建所需材料以及数吨医疗和食品
援助；埃及和卡塔尔承诺援建临时
医院；巴西和西班牙分别表达援助
4000 吨大米和 10吨小麦的意愿。

港口区爆炸事件引起一些黎
巴嫩公众对政府存放大量易爆物
不当的指责与愤怒，贝鲁特 8日爆
发反政府示威。

黎巴嫩新闻部长马娜勒·阿卜
杜勒-萨马德 9日早些时候请辞，
环境部长达米亚努斯·卡塔尔当天
晚些时候也宣布辞职。

一些黎巴嫩媒体报道，两名内
阁成员请辞使得总理哈桑·迪亚卜
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黎巴嫩近年经济持续低迷，公
共债务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迪
亚卜领导的政府今年 1 月就职，3
月宣布主权债务违约。此后，受新
冠疫情影响，黎巴嫩经济和金融危
机加剧，民众不满情绪滋长，批评
政府无法解决问题。这次爆炸发生
前，黎巴嫩外交部长纳西夫·希提
已经辞职。

� � � �据新华社报道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 10 日说，印尼北苏门答腊省锡纳朋火山当天剧烈喷发，喷出的火
山灰高达 5000 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图说世界]

印尼锡纳朋火山剧烈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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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大爆炸追踪]

援手黎巴嫩,多国“认捐”近 3亿美元
调查显示放弃美国国籍人数创纪录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0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大选是美国
的内政，中方没有兴趣也从未进行
过干预，同时，美国内一些人应该立
即停止将中国拉入美国内政治的把

戏。
8月 7日，美国国家反情报和

安全中心主任伊万尼纳发表声明
称，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都将试
图干预美 2020 年大选。过去数月
在美政府应对疫情、关闭中国驻休
斯敦总领馆、香港、南海、华为、抖音

国际版等问题上，中方日益加大对
美公开批评。
赵立坚强调，美方一些政客总

是以己度人，一再使用“可能”“试
图”等假设性或将来时的词语无端
攻击抹黑中国，根本拿不出任何真
凭实据。中方奉劝这些美国政客拿

出专业精神，本着对自己信誉和美
国国家形象负责任的态度，停止对
中国进行诬蔑。
“关于美方所谓中方加大公开

批评美政府是要影响美大选，这其
中的逻辑十分荒唐可笑。是美方干
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在先，中

方作出正当和必要反应在后。”赵
立坚说。
他强调，中国对美政策是一贯

的。“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实现不冲
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同
时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这一政策没有改变。”

外交部就美声称中国试图干预美 2020 年大选作出回应

中方没有兴趣也从未干预过美国大选

美“快速检测策略”曝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