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拉克疫情现恶化趋势
中东多国继续严格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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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得州食品和饮用水供应吃紧

遭遇罕见冬季风暴的美国南
部得克萨斯州20日气温开始回
升， 但当地食品和饮用水供应依
然紧张。 此外， 部分生活必需品
和电价也出现暴涨。

根据监测全美电力供应的网
站显示， 截至20日下午， 得州全
境有超过 5.4万户处于停电中 ，
与19日相比大幅下降， 但全州仍
有超过15万民众家中断水或自来
水的水质异常， 全州近半数居民
需要将自来水烧开至少两分钟方
能饮用 。 得州环境质量署官员
说， 供水情况还在改善中。

得州的食品供应20日也仍未
恢复正常。 大型超市内的即食食
品被抢购一空， 肉蛋奶和蔬菜水
果等商品库存明显不足， 多数超
市还对桶装水进行限量销售。

在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 得州官员说， 该州已经订购
了1000万瓶瓶装水和超过500万
份即食食品， 会向全州有需要的
人群发放。 另外， 全州331个御
寒中心仍在开放中。 在休斯敦、
达拉斯等得州大城市， 连日来多

个组织在各地向民众免费发放瓶
装水和食物。

当得州居民仍在为食品和饮
用水发愁时， 一些家庭却惊讶地
发现他们收到了天价电费账单。
一位得州北部居民告诉福克斯新
闻， 他是网迪能源公司的用户，
在冬季风暴期间尽管全家都尽可
能地节约用电， 可5天下来的电
费开销竟然高达1.7万美元 。 另
一位休斯敦居民则表示， 她过去
一周的电费账单为5500美元。

网迪能源公司实施的是实时
浮动电价。 冬季风暴来临前， 该
公司曾建议用户转投其他电力供
应商， 以避免产生过高电费， 但
很多用户发现其余供应商当时已
经不再接受新客户， 或者需要数
日才能完成手续。

除了天价电费外， 得州人近
日还明显感受到酒店、 汽油甚至
瓶装水价格的上涨。 20日得州大
城市的汽油价格较冬季风暴来临
前上涨了一到两成 。 另有报道
说， 有一些不良商家将成箱的瓶
装水拆分， 按瓶售卖， 每瓶价格

为原价的两到三倍。
有官员表示， 一些不良商家

将此次自然灾害当作牟取暴利的
机会。 休斯敦17日开通了价格举
报系统， 在前20个小时内就接到
450宗投诉。 根据得州法律，在灾
害状态期间随意抬高食品、药品、
汽油等必需品价格属于违法行
为。 政府呼吁市民继续举报哄抬
物价现象。

此次罕见寒流已直接或间接
造成数十人死亡。 专家预计， 随
着时间推移， 相关死亡人数还会
继续上升。

此外， 极端天气还导致得州
新冠疫苗供应和接种工作出现大
规模延迟。 由于积雪结冰导致疫
苗运输中断， 众多疫苗接种中心
被迫关闭， 一些已经预约的接种
不得不取消。 卫生部门说， 至少
要等到路况改善后， 接种工作才
能恢复。

目前， 美国政府已宣布得州
部分地区进入 “重大灾害状态”，
联邦政府的救援人员和物资正在
陆续到位。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美国联合航空公
司一架波音777-200客机当地时
间20日中午从科罗拉多州首府丹
佛国际机场起飞后不久发生严重
事故， 飞机右引擎外壳脱离爆炸
起火， 所幸紧急降落成功， 机上
人员没有伤亡。

据当地CBS电视台报道， 这
架飞机航班号为美联航328， 从
丹佛飞往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
鲁。 飞机于当地时间20日12时15
分起飞， 升空后不久便报告右引
擎出现故障， 13时30分许安全返
回丹佛国际机场降落。 机上包括
机组人员在内共241人， 无人受
伤。

机上乘客拍摄的视频显示，

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右侧引擎外壳
脱离， 引擎内着火冒出黑烟。 地
面人员拍摄的另一些视频显示，
一架大型商用客机突然在空中
发出爆炸声 ， 然后右侧引擎冒
烟。

飞机引擎爆炸后的残片落在
丹佛国际机场附近社区内。 网络
图片显示， 其中引擎整流罩一部
分砸中了一辆停在一所住宅前院
的黑色皮卡车 。 屋主和车主柯
比·克莱门茨说， 他听到声音跑
到屋外， 看见各种残片像雪花一
样从空中飘落下来， 一块巨大残
片差3米就砸中了他。

当地警局表示， 目前没有收
到地面人员受伤报告。

美一波音客机右引擎爆炸起火紧急降落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日前超过2000万例。 2
月18日， 巴西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1000万例， 成为继美国和印
度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确诊病例过
千万的国家。

受多重因素影响， 拉美抗疫
形势依然严峻。 值此时刻， 中国
新冠疫苗陆续运抵多个拉美国
家， 为这些国家抗疫增添了力量
和信心。

拉美疫情严重
巴西是目前拉美地区疫情最

严重的国家， 正在经历自去年12
月开始的第二波疫情。

巴西东北部联合抗击新冠疫
情科学委员会协调人米格尔·尼
科莱利斯说， 近几个月来巴西病
例增加很快， 开始在全国蔓延的
亚马孙州报告的变异病毒可能也
具有高传染性。

哥伦比亚、 阿根廷和墨西哥
的累计确诊病例先后于1月23日、
2月10日和2月16日分别突破200
万例。 秘鲁、 古巴等国家的疫情
形势也不容乐观。

此间专家指出， 拉美民众进
入“防疫疲劳期”出现懈怠情绪，
加之此前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期
间各国民众的节日采购、 人员聚
集等活动，令疫情传播加快。

阿根廷国家科技大学数据库
研究工作组成员索莱达·雷塔马
尔说， 疫情反弹原因复杂， 其中
民众对疫情掉以轻心是主因。 他
说： “旅游的恢复、 百人以上聚
会和社会活动增加以及人们认为
疫苗将解决问题等， 都导致民众
放松警惕。”

巴西卫生专家认为， 缺乏强
有力的隔离措施以及居民防疫意
识懈怠是导致巴西第二波疫情持
续恶化的主要因素。 巴西利亚大
学流行病学教授乔纳斯·布兰特
说： “民众已对疫情习以为常，

于是回归了日常活动。 公共部门
在追踪密接者行动轨迹、 病毒检
测和社会隔离等方面的措施也不
够有效。”

中国疫苗助力
尽管当前疫情依然严峻， 但

令拉美国家感到振奋的是， 来自
中国的新冠疫苗如同 “及时雨”
般陆续抵达， 给这些国家抗疫提
供了重要助力。

20日下午， 首批由中国科兴
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运抵哥伦比
亚首都波哥大。 哥总统杜克在疫
苗接收现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 哥中两国通力合作确保疫
苗快速抵达， 让哥伦比亚 “欢欣
鼓舞”， 这批疫苗将挽救更多人
生命。

同日， 首批中国科兴新冠疫
苗运抵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此
前， 由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康
希诺公司联合研发的腺病毒载体
疫苗原液也已运抵。

中国疫苗在越来越多的拉美
国家收获信任。从智利到巴西，从

秘鲁到哥伦比亚， 多个拉美国家
已批准紧急使用来自中国的新冠
疫苗， 其中一些国家已开始大规
模接种中国疫苗，秘鲁、智利等国
领导人更是带头打上中国疫苗。

2月9日晚， 秘鲁总统萨加斯
蒂在首都利马接种中国国药集团
研发的新冠疫苗。 萨加斯蒂在全
国电视讲话中说， 接种疫苗是免
遭病毒感染的最佳保护屏障， 是
秘鲁战胜新冠疫情迈出的第一
步， 政府的目标是在2021年为所
有秘鲁人接种疫苗。

2月12日， 智利总统皮涅拉
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后发表讲话
说： “我想对所有的同胞说， 这
是一支安全、 有效的疫苗。”

自拉美出现新冠疫情以来，
从举行视频工作会议交流抗疫经
验， 到派出中国医疗专家组与拉
美国家并肩战斗、 为拉美国家提
供抗疫支持， 再到如今中国疫苗
助力拉美国家抗疫， 中拉携手抗
疫的暖心故事， 展现了中拉间的
深情厚谊， 书写出中拉命运与共
的动人篇章。 据新华社

拉美新冠超2000万例
中国驰援疫苗助力抗疫

新华社电 新冠病毒仍在中
东地区蔓延。 受变异病毒影响，
伊拉克近期疫情出现恶化趋势；
伊朗 、 科威特等国继续严格防
疫； 一些中东国家持续推进新冠
疫苗接种。

伊拉克卫生部20日报告新增
确 诊 病 例 3273 例 ， 累 计 确 诊
664750例 ， 累计死亡 13245例 。
受变异新冠病毒传播影响， 伊拉
克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数显著增
加， 感染变异病毒的重症患者包
括年轻人和儿童。

伊朗卫生部20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 自19日中午至20日中午，
该国新增确诊病例7922例， 累计
确诊1566081例， 累计死亡59409
例。

伊朗国家疫情防控指挥部官
员当天表示， 考虑到伊朗新年即
将到来， 指挥部将针对假期交通
出行出台规定， 重点管控市内聚

集活动及公共交通客流， 城际交
通的限制情况取决于未来几周的
疫情走向。

科威特20日报告新增确诊病
例 862例 ， 累计确诊 183322例 ，
累计死亡1039例。 科民航总局当
天发表声明说， 延长自7日起开
始执行的禁止非科威特人入境的
相关规定。

土耳其卫生部20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 该国新增确诊病例7857
例 ， 累计确诊2631876例 ， 累计
死亡27983例； 新冠疫苗接种量
已超过655万剂。

摩洛哥卫生部20日说， 该国
19日新增确诊病例448例， 累计
确诊 480504例 ， 累计死亡 8540
例。 截至19日， 已有超过230万
摩洛哥民众接种了新冠疫苗。

20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较多
的中东国家还包括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黎巴嫩等。

� 新华社电 日本厚生劳动省
20日发布公报说， 该国有2人在
接种了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与德国
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
疫苗后， 出现疑似不良反应。

公报介绍， 一人接种疫苗后
出现了荨麻疹症状， 另一人出现
寒战。 据日本媒体报道， 这是该
国首次报告疑似新冠疫苗不良反
应病例， 专家小组将研究症状出
现与疫苗接种的关联。

日本17日开始接种辉瑞新冠

疫苗， 截至19日共有约5000人接
种了疫苗。 按计划， 日本将优先
为全国300多万名医护人员接种
疫苗， 4月起为高龄者和基础疾
病患者接种。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
计 ， 日本 20 日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1234例， 累计确诊424568例； 新
增死亡病例78例， 累计死亡7443
例。 截至20日， 日本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数已连续两周低于 2000
例。

日本报告2例疑似新冠疫苗不良反应病例

孟买1300多栋居民楼因新冠疫情被封闭
新华社电 印度金融中心孟

买市政府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20
日， 孟买1300多栋居民楼因新冠
疫情被封闭， 逾7万人被要求居
家隔离。

孟买市政府近日发布了更为
严格的疫情防控规定， 一栋居民
楼里如果发现5例及以上新冠确
诊病例， 整栋居民楼将被封闭，
楼内所有居民将被要求居家隔
离。 而根据此前规定， 一栋居民
楼内出现10例及以上确诊病例时
才需要封闭整栋居民楼。

孟买收紧疫情防控措施与该
市近期新增确诊病例大幅上升有
关。 2月初， 孟买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约400例， 近几天这一数字

升至800例至900例。 专家认为，
孟买近期新增病例数大幅上升与
市郊铁路2月初重新运营、 居民
不严格遵守防疫规定有关。 据报
道， 孟买近60%的居民出行已不
戴口罩。 孟买市长佩德内卡尔日
前警告说， 如果疫情明显上升且
居民不严格遵守防疫规定， 不排
除对孟买再次实施封锁措施的可
能。

数据显示， 截至20日上午，
印度24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3993例， 累计确诊10977387例；
新增死亡病例101例 ， 累计死亡
156212例。 截至19日， 孟买24小
时内新增确诊病例823例， 累计
确诊317310例。

机上人员没有伤亡

2月20日，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国际机场， 工作人员从飞机上
卸下装有中国科兴新冠疫苗的温控集装箱。

部分商品价格飞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