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韩国卫生部门 2 日说，韩国

库存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剩下不

到 20 万剂，只够用两天。如果不

能及时补货，接种进度将被拖

慢。

韩国新冠疫苗预防接种推进

团说，截至 2 日，韩国共收到大约

2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其中

已有 180 多万剂用于首剂接种。

如果按照目前日均接种 10 万人

的速度推进，剩下的疫苗将在两天

内用完。

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计划本

月 14 日展开阿斯利康疫苗第二

剂接种工作，如果到时库存仍不

足，将进一步延缓接种进度。

韩国政府先前计划，到 6 月

为止，共引进 867 万剂阿斯利康

疫苗，部分通过世界卫生组织主导

的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获得，其余从英国

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直接订购。不过

疫苗交付的具体时间表迟迟没有

公布。

韩国疾病管理厅提供的数据

显示，截至 2日，韩国已有 335 万

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其中

182万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其余

接种辉瑞疫苗。

韩国卫生部门 4 月 30 日要

求疫苗接种中心暂时不再受理接

种辉瑞疫苗的申请，理由是“供应

临时出现失衡”。现阶段辉瑞疫苗

的接种对象为 75 岁以上老年人

以及在救治新冠病患医院工作的

一线医务人员。

韩国 2 月 26 日启动全国范

围的新冠疫苗接种，目标是在 6月

底前为 1200 万人接种、到 11 月

实现群体免疫。

据新华社报道

日本东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

5月 1 日说，奥运会火炬 4 月 27

日在鹿儿岛县传递时，6名工作人

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日本共同社援引奥组委的

话报道，奥运火炬 27 日在奄美

市和雾岛市接力传递。那 6 人均

为市政府工作人员，其中 3 人来

自奄美市，3 人来自雾岛市。他

们当天均戴口罩负责交通疏导

工作。

东京奥运会火炬 3 月 25 日

开始在日本传递，预计为期 121

天，将经过全日本所有 47 个都道

府县。部分地区由于疫情恶化，接

力传递改道或“闭门”举行。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迄

今已有 8 名火炬传递工作人员确

诊感染新冠病毒，鹿儿岛县是首次

发现多名工作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的县，另有香川县和爱媛县各一

人。奥组委再次呼吁工作人员遵守

防疫规定，严加防范。

日本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

和兵库县 4 月 25 日起因疫情反

弹进入紧急状态。这是日本政府去

年 4 月以来第三次实施紧急状

态。路透社日前援引官方数据报

道，日本接种疫苗人口仅占全国人

口的 1.6%，接种进度缓慢。

新华社新德里 5 ? 1 日电

印度首都新德里首席部长凯

杰里瓦尔 5月 1日宣布，新德里目

前正在实施的“封城”措施将延长

一周至 10日 5时。这是新德里第

二次延长“封城”措施。

由于疫情不断恶化, 印度多

地医疗资源告急，并收紧疫情防控

措施。新德里自 4月 19日开始实

施全城封锁，但居民基本生活服务

不受影响。凯杰里瓦尔 4月 25日

宣布，“封城”措施延长一周至 5

月 3日 5时。

据印度媒体报道，新德里的巴

特拉医院 5 月 1 日有 12 名新冠

患者因氧气短缺而死亡。这是不到

10 天时间里新德里发生的第三起

新冠患者缺氧死亡事件。

印度卫生部5月1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该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

病 例 401993 例 ， 累 计 确 诊

19164969例；新增死亡病例3523

例，累计死亡211853例。印度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连续 9天超过 30万

例后，5月1日首次超过40万例，创

该国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最高纪录。

新华社喀布尔 5 ? 2 日电

美国和北约军队 1 日正式启

动从阿富汗撤军行动。在此前后，阿

富汗各地不断出现袭击事件，安全

局势持续严峻。

专家认为，美军在阿 20 年的

“反恐”行动收效甚微，反而引发大

规模人道主义灾难，而撤离后又留

下巨大的“安全窟窿”难以填补。阿

富汗未来一段时期仍将在冲突和动

荡中挣扎。

美国总统拜登 4 月中旬宣布，

驻阿美军将于 5 月 1 日开始撤离，

并在 9月 11 日前完全撤出，结束

这场美国史上最长的战争。就在美

军开始正式撤离的前一晚，阿东部

卢格尔省首府普勒阿拉姆发生汽车

炸弹袭击，已造成 30 余人死亡、70

余人受伤。该省官员说，是塔利班武

装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自美国宣布撤军时间表以来，

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再度活跃起来。

据阿富汗黎明新闻网报道，过去半

个月，塔利班在阿富汗 24 个省制

造了多次袭击，造成至少 226 名平

民和军人死亡。有阿富汗官员表示，

塔利班近日也加剧了针对政府的袭

击活动。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

希德 1 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美国和北约军队没有在 5 月 1 日

前完成撤离，违反了美国和塔利班

此前达成的协议，塔利班将采取行

动打击美国和北约军队。特朗普政

府去年 2 月曾与塔利班达成协议，

承诺今年 5 月 1 日前完全撤出驻

阿美军和北约军队，但拜登政府上

台后推迟了撤军日程。

美国于 2001 年“9·11”恐怖

袭击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但 20年过

去，阿富汗国内安全形势并未好转，

甚至在美军即将离开之时更为恶

化。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4月发布

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有573

名平民被杀、1210 人受伤，伤亡人

数同比增长29％，其中妇女和儿童
的伤亡同比分别增长37％和23％。

阿富汗政治评论家纳扎里·帕

里亚尼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在美国

领导的所谓反恐战争中，大量阿富

汗平民和阿安全部队成员等丧生，

而现在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从

20 年前的个位数增加到 20 多个，

美国的反恐成果近乎于零，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联军在阿富汗毫无疑问

遭遇了失败。

喀布尔市民哈米德说，美国和

北约军队撤离太过仓促，是一种不

负责任的行为。他说，现在阿富汗全

境面临惨烈冲突，美军在令人绝望

的战争形势中抛弃了阿富汗人。

在既没有根除恐怖组织又没有

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情况下，美国大

兵一走了之，留下的是一个冲突不

断、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国度。有

统计显示，阿富汗 72%的民众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 38%，

约 1100 万人沦为难民，350 万儿

童失学。

多重因素令阿富汗未来前景依

旧黯淡。首先，阿富汗内部和谈结果

难期。尽管美国力推阿富汗政府与

塔利班的和谈，但塔利班方面态度

消极，目前和谈陷入停滞。阿民族和

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 1日表

示，他怀疑塔利班想要和平的诚意。

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尼尚克·

莫特瓦尼表示，美军完全撤离后，阿

富汗不可能实现和平，内战将会加

剧，甚至不排除塔利班在阿富汗重

新掌权。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

永彪认为，塔利班更多是把和谈作为

一种策略，而非最终目标。塔利班依然

坚持要建立一个自己主导的政权。

其次，阿富汗现政权“自力更

生”能力存疑。美国政府日前公布

的一份报告指出，阿富汗政府仍高

度依赖美国支持，尤其是阿富汗国

防与安全部队，无论资金还是人力

都有赖于美国“输血”。美军完全撤

离后，将考验阿富汗部队能否在没

有美军及其联军直接支援下保卫阿

富汗政府。

第三，权力真空将引发各方争

夺。德国前外长菲舍尔日前撰文表

示，西方长期驻军的结束将制造出

一个权力真空，各方势力将谋求予

以填补，阿富汗局势可能会比现在

更加脆弱。

朱永彪认为，包括美国、印度、

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在内的多

方在阿均有势力，未来为争夺影响

力，不排除阿富汗发生代理人战争

的可能性。他同时指出，阿富汗权力

真空也可能在未来滋生新的恐怖组

织，对阿国内、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带

来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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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开撤 阿富汗“安全窟窿”谁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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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回收

物资回收

高价收旧书画
老红木家具
大正堂高价?旧瓷器.玉器

佛像.香炉.印章.砚台.旧扇子

竹木牙雕.古纸币.旧箱子像

章.小人书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购旧红 (?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近肇家浜路）

63!3!58! 137017!!984 沙先生

?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C4622?化工程女总 57岁丧偶独居

别墅寻贴心男相处(女付 )63337606

C46!3 父母亡无亲人女航天部门高工退休 77 岁

未婚显年轻独居静安别墅另多房出租富有觅愿过

二人世界男我开支财产愿交给你（女付)53833358

C4624居陆家嘴汤臣一品景观房貌秀贤惠公务员

党员退休女 71 岁丧偶未育德才兼备先夫地产开

发商老总富裕生活唯缺男主人寻平凡体健男住我

家过二人世界财产可公证给你 (女付 )63337606

C4625 父母亡无兄妹貌美女中医专家（可先

来看看）51岁丧偶未育薪丰先夫留家产无人

继居淮海路洋房 277m2?寞觅 77 岁内愿速

婚男士财产可公证给你 （女付 )53833358

C4626 可家访给你幸福我开支无亲人女教师退

休 67 岁党员丧偶徐汇别墅另多房出租薪丰寻 87

岁内无房男入住有孩财产付出 (女付 )63337606

韩国：

库存不足 新冠疫苗接种或受阻

日本：

6?奥运火炬传递工作人员
新冠检测呈阳性

印度首都新德里宣布“封城”再延长一周

4? 26 日，新冠患者亲属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排队等待为医用氧气罐充氧气。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