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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 ·科赫研

究所 10日报告，德国单日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 39676 例，创下德国暴

发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

据德新社报道，此前最高纪录

为本月 5 日报告的单日新增

37120 例确诊病例，而一周前这一

数字刚突破 2万。

罗伯特 ·科赫研究所 10 日还

报告，德国 7天新冠感染率也创下

新高，达到每 10 万人新增确诊病

例数为232.1。实际上，自这家机构

8日报告德国 7天新冠感染率达到

每 10 万人 201.1 后，这一数值连

续三天创纪录，9 日为每 10 万人

213.7，而先前纪录是去年 12 月第

二波疫情暴发期间创下的每 10 万

人197.6。德国近来疫情严重反弹，

一周前 7天新冠感染率为每 10 万

人 146.6，一个月前仅为 66.1。

另外，罗伯特 ·科赫研究所10

日报告单日新增死亡病例 236 例；

截至9日的7天新增住院新冠患者

比例达到每10万人4.31。在德国，

新增住院新冠患者比例是政府是否

收紧防疫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

自疫情暴发以来，这家机构累

计报告超过 484 万例确诊病例，累

计死亡病例逾 9.6 万例。按德新社

说法，由于有些感染病例未被纳入

统计，实际数字可能更大。

据新华社报道

日本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

10 日在国会众参两院举行的首

相指名选举中，均获得超过半数

的选票，顺利当选日本第 101 任

首相。

在当日的首相指名选举中，

岸田文雄在众议院 465 张有效选

票中获得 297 票，在参议院 242

张有效选票中获得 141 票。

当日上午，日本政府召开内

阁会议，岸田内阁全体辞职。下

午，岸田文雄参加了在皇宫举行

的新首相任命仪式和内阁大臣认

证仪式，新内阁将于 10 日晚间正

式成立。

在新内阁成员中，之前的文

部科学大臣林芳正将出任外务大

臣。其他上届内阁成员由于上月

刚上任，均继续留任。

当日，众议院在进行首相指

名选举之前还选出新的议长和副

议长。自民党前干事长细田博之

当选新一届众议院议长，前经济

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当选副议

长。

此次特别国会将从 10 日持

续至 12日。

岸田文雄 10 月 4 日当选日

本第 100 任首相，并于 10 月 14

日解散众议院。在 10 月 31 日举

行的日本第 49 届国会众议院选

举中，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和公明

党获得了众议院 465 个议席中的

293个议席，得以继续联合执政。

据新华社报道

11 月 8 日是美国向全球半导

体企业索取数据的最后期限。美国

政府网站数据显示，截至 8 日，70

多家实体已向美国商务部提交半

导体供应链相关信息，其中包括亚

马逊、思科、美光科技、台积电、联

华电子、韩国 SK海力士、日本索尼

半导体解决方案等知名企业。分析

人士指出，美国口头上希望企业

“自愿”配合，实为强取，给企业带

来困扰，引发行业担忧。

美年年初以来，全球半导体短

缺现象日益突出，多家汽车制造商

因“缺芯”被迫停产或减产。以应对

全球芯片危机为名，美国商务部于

9月 23日发出通知，要求全球半导

体供应链主要企业在 45 天之内提

供相关信息，包括库存、产能、原材

料采购、销售、客户信息等。信息征

集对象涵盖整个半导体供应链，包

括半导体设计和制造企业、材料和

设备供应商、中间商以及终端用户。

在美国商务部网站上可以看

到，此次美国向企业索要的信息包

括过去三年企业订单出货情况、库

存情况、交货时间、每种产品的主要

客户信息等，问题清单非常详细。

白宫称，美方寻求相关信息的

目标是“了解和量化供应瓶颈”。美

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警告，如果企业不做出回应，美方

可能会动用《国防生产法》和其他

工具迫使企业交出数据信息。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 ·格雷夫

斯称，当前美国半导体行业面临两

大危机，一是半导体供应短缺扰乱

了许多关键行业，并造成企业裁员

和经济复苏放缓；二是美国在半导

体供应链的长期领导力面临威胁，

过去 20 年美国占全球半导体生产

的比重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称，

美国企业依赖来自外国的半导体，

特别是来自亚洲的半导体，构成了

供应链风险。新冠疫情期间半导体

供应短缺凸显针对这些关键产品

建立稳定供应链的重要性。

企管雷蒙多日前在白宫新闻

会上再次声称，美国政府的行为不

是“胁迫”，而是要求企业“自愿”

配合，但美国政府强势获取信息的

行为显然让企业犯难：交出信息，家

底亮光、竞争力削弱且有违反保密

协议风险；不交，则难免遭到美国

“大棒”制裁报复。

美国欧亚集团全球科技政策主

管保罗 ·特廖洛说，像三星、台积电

等大公司并不能移交关于客户的最

敏感数据信息，因为它们通常与客

户签订了非常严格的保密协议，因

此许多企业可能会对相关数据进行

“模糊化”处理。

美国商务部网站显示，企业提

交的信息涉及半导体产品类型、产

能、库存、原材料采购等，其中涉及企

业商业机密的信息不对公众显示。

韩联社报道称，韩国两大芯片

制造商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和 SK 海

力士公司已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其芯

片业务部分信息，但均未提交客户

资料等敏感信息。

美国商务部收集敏感数据信息

对全球半导体产业利益攸关者发出

了令人担忧的信号。代表亚马逊、谷

歌等美国科技公司利益的信息技术

工业委员会 8 日在向美国商务部

提交的书面意见中表示，商务部要

求企业提交敏感和专有信息的做法

并非解决与半导体供应相关问题的

最有效方式，该委员会对商务部收

集数据的做法表示担忧，因为目前

并不清楚这些数据将会被如何使

用，以及谁会接触到这些数据。

该委员会表示，信息和通讯技

术产品涉及许多不同类型芯片和数

百个供应商，搜集上报相关数据明

显会加大企业负担。市场需求和供

应瓶颈几乎每周都在动态变化，美

国商务部收集的数据信息不一定能

准确反映半导体供应链的全貌。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高级副总裁马修 ·古德曼指出，美国

希望与韩国合作建立更加安全和更

具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但同时又

强调加大美国本土半导体生产，出

台对美国供应商更优惠的“购买美

国货”政策，此外美韩半导体企业

在市场上还是竞争对手，这些分歧

和矛盾可能会阻碍双方在半导体领

域的合作。

美强索半导体产业数据引广泛担忧
70多家实体已向美国商务部提交半导体供应链相关信息

逼近 4万，德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创新高

岸田文雄当选日本第 101任首相

11月 10 日，岸田文雄当选日本第 101 任首相。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