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曦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业
已放宽对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旅行建议。一名白宫官员 8日说，
美国正在与加拿大、墨西哥、欧洲
联盟和英国成立专家工作组，以确
定如何在新冠限制措施实行超过
一年后安全重启旅行。

美国疾控中心 8 日证实，对
61 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建议已从
最高级别四级，即呼吁美国公民避
免去这些国家旅行，降至三级，即

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公民可
以去这些目的地旅行，没有接种疫
苗的人群非必要不旅行。

上述国家包括法国、日本、加
拿大、墨西哥、俄罗斯、西班牙、瑞
士、土耳其、乌克兰、洪都拉斯、匈
牙利和意大利等。
路透社以一名美国疾控中心发

言人为消息源报道，这一机构对另
外 50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建议降
低至二级或一级，新加坡、以色列、
韩国、冰岛、伯利兹和阿尔巴尼亚等
国家被列为最低新冠风险国家。

同时，美国疾控中心把国际旅
行建议的最高级别四级的标准从
每10万人中有 100例新冠确诊病
例下调为每10万人 500例。这一
机构说，许多国家评级较低，“因为
标准改变了，或者这些国家疫情得
到了更好控制”，预期会有更多国
家获得更低、更有利的旅行评级。

不过，美国将继续禁止几乎所
有 14天以内到访过英国、伊朗、巴
西、印度和欧盟申根国家等地非美
国公民入境。这一措施 2020 年初
开始施行。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卫生部门
披露，可能被迫报废约8万剂将在
数周内过期的新冠疫苗。而在阿肯
色、俄亥俄州，也有约27万剂疫苗
即将过期。
美国广播公司9日以俄克拉何

马州卫生部门官员基思·里德为消
息源报道，州卫生部门“把过期疫
苗从现有库存取出，正依照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恰当处理指南操
作”。

里德说，除已报废的数千剂新
冠疫苗，还有约8万剂强生新冠疫苗
本月底将到期。按照州卫生部门的
说法，过期原因在于单日接种量从
8000剂降至4500剂，疫苗用不完。
“（接种量）稳步下降，有些

令人担忧”，里德说，“我们无法达
到想要达到的目标。”

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俄克

拉何马州42%人口已接种至少一
剂新冠疫苗，32%完成接种，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截至7日，美国51%
人口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42%完
成接种。

阿肯色、俄亥俄州面临与俄克
拉何马州相似的疫苗供需困境。阿
肯色州卫生部门披露，7万剂辉瑞
和强生新冠疫苗本月将过期。俄亥
俄州则有20万剂疫苗本月23日将
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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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先前
设定目标，打算到 7 月 4 日独
立日假期前让美国 70%的成年
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不
过，美国最近疫苗接种进度放
缓，一些民众接种意愿减弱，媒
体预期美国可能难以实现接种
目标。
美联社报道，美国最近日均

疫苗接种人数从两个月前的接
近 200 万人减少至 40 万人。如
果要达到拜登设定的目标，美国
大约 1550 万名成年人需要在
今后四周接种至少一剂疫苗。从
目前接种进展看，恐怕难以达
标。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数据显示，截至 8 日，美国已经
接种超过 3 亿剂新冠疫苗。大约
63.8%的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
疫苗，53.1%的成年人完成接
种。

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拒
绝就政府能否实现接种目标做出
预判，只说政府将利用所有政策
工具推广接种。“不论 7月 4 日
（接种）到什么程度，我们将不会
关闭商铺……7月 5 日，我们将
继续推动更多民众接种。”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8 日在一
场记者会上说，他仍然希望完成
接种目标。“如果没有实现目标，
我们将继续推动。”

美国迄今有 14 个州完成
70%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
目标，另有 10 多个州有望实现
这一目标。不过，各州接种进展差
异显著，南部和中西部地区接种
率较低。民众对疫苗的疑虑、疫情
好转使得民众放松警惕等原因导
致上述地区难以达标。
在密西西比州，疫苗接种进

度明显放缓，迄今只有大约 34%
的人口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共和
党籍州长泰特·里夫斯声称拜登
所定目标“武断”。他 6日告诉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影响接
种推广更重要的因素是新增确诊
病例近期减少，随着疫情好转，民
众接种意愿减弱。
为鼓励民众接种，美国政府

采取一系列激励举措，包括打疫
苗可以带薪休假、与医疗机构和
社区等合作为民众接种提供便
利，甚至提供巨额奖金。美联社报
道，这些举措仅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维持民众对接种疫苗的关
注。

新冠疫苗接种进度明显放缓

美国接种目标可能无法如期实现

华运号旅游专列———中老年旅游服务商
报名方式：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 1258 号绿地商务大厦 1804(地铁 2、11 号线江苏路站下，地铁 3、4 号线
中山公园站下）联系电话：021-53308563 156 1876 8729（微信同号）上海华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二、 目的地专列--新东方快车，超大观景窗户、书桌、衣柜、冰箱、保险箱、干湿分离 24 小时热水淋浴间
……俨如一个移动的星级酒店。
A：豪华蓝钻 4人包间（可升级 2人蓝钻包间 +5000/ 位）（28 人 /团） 报价：16999元/人
出发时间：7 月 2日、8月 11日左右（抵达乌鲁木齐）
B：二人豪华金钻包厢（一节车厢仅 8人）（16人 VIP 贵宾小包团） 报价：34888元/人
出发时间：7 月 2日、8月 11日左右（抵达乌鲁木齐）
注意：以上报价均为新疆乌鲁木齐起止，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出发前 10日截止。 经营许可证号：LSH100325

【援藏专列】 日期 6月 27日 7月 6日 3680起

西宁（青海湖、茶卡盐湖）/ 拉萨（布达拉宫、羊卓
雍湖、大昭寺）/林芝（雅鲁藏布大峡谷、鲁朗林海、
卡定沟）空调专列 12日游

【沉鱼东北】日期 6月 6日 7月 3日 8月 3日 9月 5日 3580起

哈尔滨、漠河、北极村、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草原、
长白山、沈阳、北戴河、山海关、唐山空调专列 14 日游

【环游南北疆】 日期 6月 22日 3680起

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北屯喀纳斯、可可托海、阿

克苏、喀什、洛阳空调专列 16日游

【行西北访南疆】 日期 6月 29日 3580起

西宁、敦煌、乌鲁木齐、吐鲁番、阿克苏、宁夏、内蒙
空调专列 14日游

【西北恋尚丝路】 日期 8月 1日 3680起

宁夏/内蒙 /西宁 /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 /张掖空调专列13日游

【南北疆+敦煌+张掖】日期 7 月 18 日 、8 月 12 日 、9 月 12 日 5080 起

敦煌 / 乌鲁木齐 / 喀纳斯 / 伊宁 / 喀什 / 吐鲁番 /
张掖空调专列 18日游

【新疆全景】 日期 6月 17日 7980起

哈密 /博乐 / 伊宁 / 库尔勒 /乌鲁木齐 / 北屯 / 喀
什 / 昌吉 / 阿图什 / 阿克 / 巴楚全软卧空调专列
20日游

【青海全景+南疆】 日期 6月 29日 4180元起

拉不楞寺 /翡翠湖 /东台吉乃湖格尔木将军楼 /察
尔汗盐湖 /茶卡盐湖 /青海湖 /罗布人村寨 /喀什
/库车空调专列 15日游

用不完，美3个州约35万剂疫苗将过期

美放宽对 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旅行建议

柏林或 2030年前
在市中心禁燃油车

据新华社报道 德国参议员
透露，首都柏林有望在 2030 年
前禁止燃油车进入市中心。

德国绿党参议员雷吉纳尔·
京特本月 8日出席参议院会议后
说：“我们希望中期内（在柏林）
建立一个零排放区。”
参议院这次会议决定了更多

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德新社援
引京特的话报道，零排放区首先
覆盖环绕柏林主要城区的环城铁
路内区域，这意味着那片区域将
禁止汽油车和柴油车行驶，仅允
许电动车或混合动力汽车通行。
虽然参议院的行动计划没有明确
时间表，但京特说：“对我来说，
中期指 2030 年前。”
根据参议院计划，零排放区

第二阶段将扩展至整个柏林。截
至 2030 年，国有企业和行政机
构应全部使用电动汽车，以减少
碳排放。

联大通过政治宣言：

到 2030年
结束艾滋病流行

据新华社报道 联合国大会
8 日表决通过关于到 2030 年结
束艾滋病流行的政治宣言。

政治宣言承诺，到 2025 年，
将每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
控制在 37 万例以下，将每年与
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控制在
25万例以下，并消除与艾滋病病
毒相关的一切形式的污名化与歧
视，实现到 2030 年结束艾滋病
流行的目标。

根据联合国今年 4 月 30 日
发布的一份报告，2019 年全球新
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70 万、与
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 69 万，
均大大超过 2016 年 制定的
2020 年双 50万目标。

8日通过的这一政治宣言承
诺，将预防作为优先事项，确保到
2025年，有效的艾滋病综合预防
方案涵盖 95%的有感染风险者；
承诺 2030 年前实现 “三个
95%”目标，即 95%的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能得到确诊，95%的确
诊者能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以及 95%的接受治疗者体内病
毒受到抑制。

●

6月 8 日，芝加哥，一名女子正在接种疫苗。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