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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醒印度警惕新一波新冠疫情
印度研究人员运用数学模型预测，新一波疫情最快本月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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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算 公 告

上海上报实业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H
3A0D4A），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
定终止公司经营， 并拟向工商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公司已成
立清算组， 清算组负责人： 朱春
华，清算组成员：朱春华、薛兆伟、
任瑞良。 望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办理相关债权登记
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朱春华 电话 ：13901611503

上海上报实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4 日

新闻报社广告部
地址：威海路 755号 1310室
电话：22895230 63515724
邮箱：xwbsgg@163.com

李彦南 （新华社专特稿）

印度一些专家认为，印度可能
暴发新一波新冠疫情，尽管规模预
计相对小，但不可放松警惕。印度理
工学院研究人员运用数学模型预
测，新一波疫情最快或于本月暴发，
10月达到峰值。

彭博社2日援引研究人员发布
的数据报道，印度新一波疫情暴发
期间，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好情
况下不超过10万例，最坏情况下可
能逼近15万例。

这些研究人员此前曾准确预测
今年早些时候印度第二波疫情的拐
点。

去年印度第一波疫情趋缓后，
旅游业和大规模节庆活动逐渐恢
复，今年3月第二波疫情暴发。这波
疫情于5月7日达到峰值，当日新增
确诊病例超40万例，随后这一数值
迅速下降。截至8月2日，印度政府
报告累计死亡病例424773例。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上月发布

的一项全国抗体调查结果显示，印
度6岁以上人群中约三分之二曾暴
露在新冠病毒威胁下。第二波疫情
让印度民众产生一定程度的自然免
疫，可能使新一波疫情影响力降低。

印度理工学院研究员马图库马
利·维迪亚萨加尔披露，新冠感染率
高的喀拉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形
势依然严峻。彭博社2日报道，印度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6天超4万

例，其中大约一半来自南部的喀拉
拉邦。据印度媒体报道，喀拉拉邦1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0728例，连
续6天破两万。
喀拉拉邦病例数高，可能是由

于其病毒检测量高于其他地区。
英国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教授

保罗·卡图曼说，喀拉拉邦和东北部
多个邦7月每日新增病例持续上
升，但其他地方病例短时间激增后
迅速下降，使得印度全国疫情目前
处于“稳定状态”。

他认为，如果几个大邦感染率
上升，全国病例数可能又将开始增
加，“这一情况将持续到疫苗覆盖
率足够高，能够形成群体免疫
时”。

印度理工学院发布的预测报告
继续强调，印度需加快疫苗接种进
程，加强重点地区监控，对可能出现
的新变异毒株保持警惕。

彭博社疫苗追踪数据显示，印
度目前疫苗总接种量超4.7亿剂，但
仅有7.6%的人口完成全程接种。疫
苗接种进程缓慢，让人们增加对新
一波疫情的忧虑。
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顾

问拉姆·维什瓦卡马在一场会议上
说，公共卫生部门需监测空气和污
水。“通过监测污水能最早获取高
感染风险地区新冠病毒迹象。”
专家认为，印度政府如果期望

在新一波疫情到来时挽救民众生
命，关键在于加强公共卫生工作、避
免重复过往错误。
“下一波疫情迫近，现在正是

最关键时期。”维什瓦卡马说。

据新华社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2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欧洲地
区登记的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万
例，约占全球确诊病例30%。
据德新社报道，上述数据由世卫

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发布，所指欧洲
地区包括欧盟成员国、俄罗斯、乌克
兰等50多个国家。数据显示，欧洲地
区迄今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20万例，

全球累计死亡病例超过420万例。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紧急情况主

任多丽特·尼灿说，欧洲地区各国之
间的疫苗接种情况存在很大差别，一
些国家的老年人、医护人员等应优先
接种疫苗人群的疫苗接种率仍较低。
尼灿说，鉴于疫苗被证明是防

止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我们
必须立即让所有应优先接种人群接
种疫苗”，“必须在所有国家快速、
公平地”推广疫苗接种。

世卫：欧洲累计确诊病例超过6000万

郭 倩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先前
设立目标：在美国独立日 7月 4
日前，全美七成成年人接种至少
一剂新冠疫苗。美国官员 2日低
调宣布达到这一目标，比预定日
期晚了近一个月。与此同时，美国
新冠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均迅速
攀升，卫生官员呼吁大约 9000
万名未打疫苗的民众尽快接种。

拜登 5 月初设下这一目标。
当时美国政府认为，全国 70%成
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是实现
群体免疫所需的最低门槛。
然而，高传染性的变异新冠

病毒德尔塔毒株正在美国加速传
播，给疫情防控增加难度。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德
尔塔毒株感染病例占近期全美新
增确诊病例的 82.2%。
白宫应对新冠疫情协调专员

杰弗里·津茨 2日说：“德尔塔毒
株引发新增病例持续增长，我们
依旧对此感到担忧。”津茨说，新

增病例集中于疫苗接种率偏低地
区。

美疾控中心主任萝谢尔·沃
伦斯基 7 月 31 日说，与上周相
比，当周全美新冠住院人数增加
41%，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增加
44%，日均新增死亡病例增加
25%。
据美联社统计，美国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过去一个月增加 6
倍，达到近 8 万例，为 2 月中旬
以来新高。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则
从 2 周前的 259 例攀升至 360
例。
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占

全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的三分之
一。佛州迈阿密市医生赛尔焦·赛
加拉告诉美联社：“虽然我们（医
院）收治速度很快，但是新病人
不断涌进且病情严重，我们开始
看到一大家子人一起前来就
医。”
为遏止疫情，美国不少地方，

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湾区多地，重
新开始要求民众在室内公共场所

戴口罩。一些公共服务设施、大企
业则要求人员复工前必须接种疫
苗，否则需要每周甚至每日接受
核酸检测。

美国政府制定的另一项目
标，让 1.65 亿名美国成年人完成
疫苗全程接种，时至今日仍未达
标，缺口为 850万人。
津茨说，过去几周日均接种

第一剂疫苗的人数大增，增幅达
到 70%。过去 7天，共有 300 万
人接种第一剂疫苗。他敦促更多
人接种疫苗：“仍有 9000 万名符
合条件的美国人没有打疫苗。我
们希望这些人尽快完成他们能做
的事。”
美联社评论，全国疫苗接种

率只是一个大的平均数，更重要
的是每一个社区都达到较高的接
种比率。美联社说，美国各州疫苗
接种率呈现较大差异，南部州远
低于位于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
区。比如佛蒙特州成年人口全程
接种率高达近 78%，亚拉巴马州
则仅为 43%。

美首针疫苗接种率逾期一个月达标
住院和死亡病例激增

8月 2 日，一名男子骑车经过美国纽约街头的新冠检测点。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