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 18日新增 4.9 万多例新
冠确诊病例，创下过去三个月来的
最高纪录。不少人担忧，现阶段英
国新冠感染人数显著高于欧洲其
他国家，防疫形势严峻。

英国政府数据显示，英国 18
日新增 49156 例新冠确诊病例，
比前一天的 45140 例大幅增加，
也刷新 7 月 17 日以来的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最高纪录。过去两周，
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居高

不下，保持在 3.5 万至 4 万例之
间。

英国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迄今累计确诊病例 840
多万例，累计死亡病例逾 13.86 万
例。自夏季以来，英国单日新增新
冠死亡病例动辄超过 100例。

英国牛津大学结构生物学教
授吉姆·奈史密斯说：“不幸的是，
眼下英国新冠疫情比其他很多国
家更严重，这不仅体现在检测阳性
人数更多，也体现在住院人数和死
亡人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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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宇劼，童绚遗失上海格林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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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芳林路 951 弄 1 号 1804 室购
房发票， 号码 00247295， 金额
125万元整，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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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销 公 告

上海凌冉速递有限公司， 经股东
决定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海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91
310115MA1K4FRP6N),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财务章一枚及基本存
款账户信息表一张，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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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9 日指
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其
核潜艇合作制造核扩散风险，冲击
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如果强行推进，
就犹如打开潘多拉魔盒，不仅会带
来巨大的安全隐患，更意味着历史
的倒退。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马来西亚外长赛夫丁同印
度尼西亚外长蕾特诺会晤后举行联
合记者会称，两国对澳大利亚在美
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发展
核潜艇深表关切。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汪文斌

说，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有关表态
反映了地区国家的普遍关切。美英
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其核潜艇合

作制造核扩散风险，冲击国际核不
扩散体系，损害《南太平洋无核区
条约》，破坏东盟国家建立东南亚
无核区的努力。如果强行推进，就犹
如打开潘多拉魔盒，不仅会带来巨
大的安全隐患，更意味着历史的倒
退。
汪文斌说，美英澳三边安全伙

伴关系是三国冷战思维、双重标准
和藐视规则的体现，其政治意图非

常明显，就是要将大国对抗和集团
政治引入本地区，挑动地区阵营对
立，逼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就是要
用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冲击以东盟
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破坏地区
繁荣稳定；就是要打造以美为中心
的地区规则秩序，维护美国的主导
地位和霸权体系；就是要挑战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国
际核不扩散体系，服务美国的地缘

政治私利。
他说，中方一贯认为，以东盟为

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符合东亚传
统和现实需求，有力促进了本地区
和平与发展，值得各方珍惜和巩固。
任何企图架空或削弱东盟中心地
位、破坏地区合作对话良好势头、制
造分裂和挑动对抗的错误做法都将
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警惕和
反对。

王鑫方（新华社专特稿）

新冠疫情之下，美国多条供应链
吃紧。北美最大集装箱港口美国洛杉
矶港的负责人说，18日大约20万个
海运集装箱仍“漂”在洛杉矶沿海等
待进港，数量之高创历史纪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洛
杉矶港执行主管吉恩·塞罗卡的话
报道，仅处理目前已停泊在洛杉矶
港的集装箱船，“我们需要工作约
两周”，当下问题是如何安排卸
货，这对今年最后几个月而言至关
重要。随着假日购物季临近，除了
零售商品需求旺盛，汽车零部件也
在优先处理之列，因为美国汽车制

造商和多家中西部地区供应商都
在等待零部件，以便生产成品。

按照美国多家媒体说法，受新
冠疫情影响，不少美国人从购买服
务转向购买商品，而面对不断上涨
的需求，货运集装箱和货运人手均
出现短缺，加上防疫措施降低了港
口工作效率等因素，美国港口集装
箱船拥堵现象空前严重，甚至威胁
到美国整体经济运转。
“我们码头上 25%的货物停

留至少 13天。”塞罗卡说。
为疏通供应链，美国总统约瑟

夫·拜登 13 日宣布洛杉矶港延长
工作时间，转入“一周无休、24 小
时连轴转”作业模式。不过，塞罗

卡说，多名官员预计进口商品市场
在 2022年 2月前难以走强。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 40%的
海运集装箱经由洛杉矶港和长滩
港入境。美国南加州海事交易所数
据显示，截至本月 12 日，64 艘集
装箱船停泊在这两个港口等待卸
货，另有 80艘船排队等待进港。

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
法，随着全球多地经济从疫情中逐
渐复苏，全球范围内大宗商品和货
物需求迅速反弹，导致不少港口拥
堵。面对运输成本飙升、货船或集
装箱短缺，依赖海运的美国公司困
难重重，而持续上涨的成本则由消
费者来承担。

陈 丹 （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政府打算借助即将到来
的年终消费旺季“重启”经济。国
际媒体分析，商家担忧疫情反复，
加之日本缺乏统一的疫苗接种电
子证明，新冠检测能力有限，这一
雄心可能受挫。

日本餐馆、酒吧往往在年终大
赚一笔，因为公司有办“忘年会”的
传统，即邀请业务伙伴年终聚餐。年
终同样是旅行社最繁忙的时候。

西条真由美（音译）在东京神
乐坂街区经营一家酒吧，今年年终不
打算举办特殊活动。她担心冬季遭遇
又一波新冠疫情，一旦再次进入防疫
紧急状态，又得像去年那样把花大
钱订购的一桶桶啤酒白白倒掉，自
己也会因为生意亏损而睡不着觉。

路透社 19 日援引日本帝国
数据库公司数据报道，在截至今年
4 月底的前一年里，780 家酒吧、
餐馆破产，此后又有 298家倒闭。

“无论如何，我都要规避风
险。”西条说。

日本食品服务协会官员石井
茂则（音）说：“雇人、订货都取决
于（政府）允许餐馆营业到多晚。”
日本商家眼下担心又一波疫

情，不会贸然重新雇用员工或订更
多货。

日本起初因疫苗接种速度落
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而挨批。疫
苗接种滞后导致变异新冠病毒德
尔塔毒株蔓延，迫使今年夏季东京
奥运会“空场”举办。
日本后来加快疫苗接种，疫情

有所缓和，政府决定逐步开始拟定
重启计划。推行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是日本重启经济的必要手段之一。
然而，日本没有统一的疫苗接种信
息数据库。

遗传学家中村佑介（音）说，
日本没有发放疫苗通行证的标准
化机制，“每个城市都在推出各自
形式的通行证，但没有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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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最大集装箱港集装箱拥堵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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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6 日，洛杉矶港集装堆积如山。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