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扩散 伦敦市长取消跨年活动

12月20日，人们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排队等待进行核酸检测。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华盛顿12月 20日电（记者
谭晶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
20日公布的疫情模型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18日的一周，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毒株感染病例占到总病例数的 73.2%。
奥密克戎已取代德尔塔毒株成为在美
主要流行毒株。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毒
株感染病例增长迅速。美国于 12 月 1
日报告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截至 12月 4日的一周，奥密克戎毒株感
染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比例仅为 0.7%；
截至 12 月 11 日的一周，奥密克戎毒株
感染病例数占比升至 12.6%；而截至 12
月 18日的一周，这一比例升至 73.2%。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20日，
全美已有至少 48个州报告了奥密克戎
毒株感染病例。

近期，美国疫情指标严重反弹，新
冠确诊病例、住院病例、死亡病例持续
上升。目前全美 7天平均日增新冠确诊
病例约 13 万例，其中 13 日新增确诊病
例近 20万例。

美国儿童新冠病例近期也持续激

增。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20日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16日，美国新
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近 17万例，较前两
周上升近28%；美国自疫情暴发以来累计

报告近 740万例儿童确诊病例。美国单
周新增儿童感染病例数已连续19周超过
10万例。自今年9月第一周起，美国已累
计新增超过230万例儿童确诊病例。

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

奥密克戎成美主要毒株

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 20日宣布，
伦敦将取消大规模新年庆祝活动，以遏
制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进一步
扩散。

“由于新增病例激增，我们作出艰
难的决定，取消特拉法尔加广场跨年活
动。”萨迪克汗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这场庆祝活动原本可容纳 6500人。

萨迪克汗说，取消跨年活动“势必
令许多伦敦人非常失望，但我们必须采
取正确的措施，遏制病毒扩散”。他建
议，民众届时收看英国广播公司的直播
节目。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 20日报告新增

91743 例新冠确诊病例，是疫情暴发以
来的第二高。奥密克戎毒株已成为伦
敦传播的主要变异毒株。伦敦奥密克
戎感染病例每两三天翻倍。

伦敦 18 日进入“重大事故”状态。
截至当天，伦敦七天内新增确诊病例超
过 6.5万例，新冠住院人数攀升 29%。按
照萨迪克汗的说法，病例激增导致数以
千计一线工作人员处于隔离状态，伦敦
警力、消防员和医务人员可能短缺。

约翰逊 8日宣布，启动包括强制戴
口罩等措施在内的《应对新冠疫情：秋
冬计划》B计划，即后备计划，以应对奥
密克戎毒株在英国快速传播。多名医

学界专家及官员近日疾呼，英国必须尽
快进一步收紧防疫，以防止可能出现的
病例“海啸”。

世界卫生组织 20日宣布，奥密克戎
毒株扩散速度快于德尔塔毒株，已经接
种疫苗或染疫后康复的人同样可能感
染奥密克戎。世卫首席科学家苏米娅·
斯瓦米纳坦说，从早期证据得出奥密克
戎弱于之前毒株的结论“不明智”。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认为，从短期
看，一些地方的节日庆祝活动会导致更
多确诊和死亡病例，让卫生系统不堪重
负。他呼吁民众推迟聚会。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人口第一大州新南威尔
士州 21日通报，过去 24小时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 3057例，创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新
高。新州也成为澳大利亚疫情暴发以
来第一个单日新增确诊突破 3000例的
州。

本月以来，随着澳大利亚推进“解
封”和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扩
散，疫情迅速反弹，新州和澳大利亚全
国单日新增确诊均连创新高。过去 24
小时，澳大利亚新增确诊病例约 4600
例，超过 18日的 4110例，创疫情暴发以
来单日新增最高值。

21日通报的数据显示，新州过去 24

小时新增死亡病例两例，在院治疗新冠
患者 284人，其中 39人接受重症监护。

卫生专家说，随着感染人数增加，
住院人数很可能随之增多。从以往经
验看，感染人数增加与住院人数攀升之
间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差。

澳大利亚人口第二大州维多利亚
州 21日通报，过去 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
1245例，新增死亡病例 6例。

虽然疫情形势严峻，总理斯科特·
莫里森 21日再次表示，不会采取严格防
疫限制措施，因为新冠疫苗接种率已达
高水平。

澳大利亚政府寄望于推进新冠疫苗

加强针接种，以应对疫情反弹。莫里森
呼吁各州重开接种中心。这些中心先前
在疫苗接种率达到80%后陆续关闭。

澳大利亚 16 岁以上民众中超过
90%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澳大利亚已
开始推广接种加强针，并将从明年 1月
10 日起为 5 至 11 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
苗。

路透社报道，新冠疫情暴发初期，
澳大利亚政府迅速采取了包括“封城”
在内的严格防疫限制措施，从而控制住
疫情。迄今，澳大利亚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约 26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2100
例。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渥太华12月20日电（记者
李保东）加拿大电视台 20日统计数据
显示，加拿大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0677例，这是疫情暴发以来加拿大单
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过万。截至目
前，加拿大累计确诊病例近 190万例，
累计死亡超过 3万例。

近日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在加拿大迅速传播，导致该国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屡创新高。由于疫情形势
严峻，加拿大全国从本周开始恢复停工
停学等防疫措施，政府还呼吁民众尽快
接种疫苗加强针。

由于疫情多次反复，不少加拿大民
众产生“抗疫疲劳”。加拿大联邦政府
和各省区政府多次呼吁民众加强防疫
意识，切实履行防疫要求。

加拿大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量过万

澳大利亚第一大州日增超3000例反弹严重

美国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 20日
说，旗下全球最大邮轮“海洋交响号”上
至少 48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皇家
加勒比海邮轮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

“海洋交响号”邮轮有 6091名乘客和船
员，一名乘客在航行途中新冠病毒检测
呈阳性。后续对接触者的追踪又发现
更多确诊病例。

“海洋交响号”18日在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市靠岸。声明说，6名感染者在
那之前已下船，其余感染者当天上岸。
他们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

按照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的说
法，“海洋交响号”上 95%人员已完成新
冠疫苗全程接种，感染者中这一比例达
98%。暂不清楚感染者中是否有变异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海洋交响号”邮轮 11日从迈阿密
市起航，过去一周在圣马丁岛和圣托马
斯岛等地停靠。尽管多人染疫，皇家加
勒比海邮轮公司说，这艘邮轮的后续航
行计划不变。

为防范疫情，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
司要求旗下邮轮加强卫生清洁，并规定
乘客须在室内公共区域戴口罩。

国际邮轮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正在监控奥密克戎毒株相关疫情
情况，并与邮轮途经各国和各地方政府
密切合作。” 据新华社电

全球最大邮轮
至少48人感染

韩国防疫部门官员 21日说，变异新
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正在韩国迅速传
播，或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取代德尔塔成
为“主流”毒株。韩国总统文在寅对来
势汹汹的新毒株表示担忧，要求政府积
极“备战”。

韩国新冠疫情趋紧，连日来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保持在 7000 例左右高位。
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21日通报，过去一天
新增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49例，创单
日新高，迄今累计确诊 227例。

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主持召开国
务会议，呼吁增强医疗能力，应对奥密
克戎毒株可能引发的新一波疫情高
峰。他说：“我们要考虑到，奥密克戎可
能很快成为主流，必须做好准备。哪怕

我们在防疫上出现最轻微的纰漏，新冠
病毒都可能随时蔓延。”

由于新增确诊和重症病例数居高
不下，韩国政府本月初决定熔断“解封”
进程，并于上周进一步收紧疫情防控措
施，包括下调私人聚会人数上限至 4人，
缩短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时间等。

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数据显示，截
至 21日，韩国 82%的人口已完成新冠疫
苗全程接种，24.1%已接种加强针。

按这一部门的说法，从现有数据
看，奥密克戎毒株在韩国的传播速度大
约是德尔塔毒株的 3倍。奥密克戎毒株
首次在该国“现身”后，仅 20天就使 227
人感染。相比之下，德尔塔毒株用了大
约 60天才让相同数量的病人确诊。

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测算，按照这一
速度，奥密克戎毒株预计将在一两个月
内取代德尔塔，成为在韩国传播的“主
流”毒株。

同时，韩国还发现多例接种加强针
后仍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这使
人担忧，接种三针疫苗可能不足以防御
这一毒株。

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高级官员李相
元（音译）警告，虽然一些外国专家对奥
密克戎引发的疫情形势表示乐观，但现
有数据有限，不宜过早下结论。

他说：“现阶段，我们需要更多数据
了解奥密克戎毒株的致病程度。由于
症状温和就对这一毒株持乐观态度是
危险的。” 据新华社电

韩国总统要求积极“备战”担忧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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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曼谷 12 月 21 日电（任芊
宋宇）泰国总理府 21日发布通告说，变
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泰国已呈
快速传播之势，泰国政府决定自 22日
起暂停受理境外旅客“免隔离”入境和

“沙盒”计划申请，但“普吉岛旅游沙盒
计划”除外。

通告还说，本月 22 日前已成功申
请入境许可的旅客仍能通过“免隔离”
政策或“沙盒”计划入境，但须接受两次
核酸检测，卫生部门将对他们进行更密
切的追踪。

泰国公共卫生部 12月 6日通报首
例境外输入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20
日通报首例该毒株本土感染病例。截
至 20日，泰国共通报 63例奥密克戎毒
株感染病例。

为吸引外国旅客入境以提振经济，
泰国政府自今年 11月 1日起对来自 63
个低风险国家和地区且全程接种疫苗
的旅客实施“免隔离”入境计划。来自
上述名单外的国家、全程接种疫苗的旅
客可通过“沙盒”计划入境，但须在指定
地区停留满 7天后才可前往泰国其他
地区。“沙盒”计划涉及普吉岛以及随后
开放的包括曼谷在内的旅游胜地。据

“普吉岛旅游沙盒计划”，符合相关条件
的外国游客入境普吉岛之后不必接受
强制隔离。

泰国宣布暂停受理
“免隔离”入境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