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1 月 6 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医护人员帮助一名新
冠患者转院。墨西哥卫生部 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新冠确
诊病例累计 1507931 例。

荩 1 月 9 日，在英国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医务人员为一名女子接种疫苗。 英
国政府 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3017409 例。

新华社发

▲ 1 月 4 日，在美国洛杉矶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点，人们驾车
排队等待接受检测。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9 日晚，该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近 2213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37.2 万例。

全球各国新年假期疫情防控得与失
新年伊始，新冠疫情依旧在全球蔓延，多

地发现变异新冠病毒也为疫情带来更多不确
定性，防控形势严峻。

在刚刚过去的新年假期， 多国出台举措
限制或禁止新年庆祝活动，严防节日聚集、人
员流动引起新冠病毒快速传播。在疫情面前，
各国防控措施有得有失。新年过后，由于一些
国家确诊病例数激增， 多国政府采取了更严
格的防疫措施，并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收紧初见成效
为减少感染， 圣诞节和新年假期期间，巴

拿马全国采取严格的出行限制措施，“禁足”时
间累计达 10 天。 自 4 日起，居民须按身份证尾
号分时段出行，周末全体“禁足”。 新年过后，巴
拿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有所回落，从几个月
前高峰时期的单日 4000 余例降至 3 日的 1900
余例。

在从 2020 年 12 月 24 日起开始实施的
严格防疫管控措施下， 意大利的疫情形势趋
于稳定。随着国家法定节假日的结束，意大利
新冠相关指标仍低于 2020 年 11 月下旬和
12 月初的峰值，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
例数都在逐渐下降。

出行导致攀升
尽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呼吁民众

新年假期推迟出行计划，但仍有大量民众在假
期出行。 该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8 日，美国近 7
日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24.8 万例，创疫
情以来新高。 尽管美国多项疫情数据刷新纪
录，但受圣诞节和新年假期数据统计滞后影响，
目前的数据可能还未完全反映疫情真实状况。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此前预测，新年假期之后，美
国新冠发病率、病亡率等可能大幅上升。

印度尼西亚政府取消了 2021 年新年庆
祝活动，并建议居民假期不要出行。但印尼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言人维库·阿迪萨斯
米托 7 日说， 刚刚过去的新年假期迎来民众
的出行高峰，一些人未能严格遵守防疫措施，
致使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数大幅上升。

由于新年假期民众出行活动增加等因素，
津巴布韦正面临第二波新冠疫情，新增确诊病
例数不断攀升。 津巴布韦 5 日开始全面实施严
格的出行限制和宵禁措施，以遏制疫情蔓延。

节后防控加码
新年假期结束后 ， 全球多国新冠疫情

依旧严峻 。 日本 、英国 、德国等国宣布进一
步收紧疫情防控措施 ， 部分国家推进新冠

疫苗接种 。
日本首相菅义伟 7 日晚宣布， 首都圈从

1 月 8 日到 2 月 7 日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政
府围绕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 病床使用率和
一周内每百万人感染者数量等 6 个指标设定
了 4 个等级， 首都圈 4 个都县的上述指标基
本接近或超过了最高等级。 据日本广播协会

电视台统计， 日本 8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
和新增死亡病例数均创下最高纪录。

英国首相约翰逊 4 日晚宣布在英格兰
实施大范围“禁足”措施。 德国联邦和各州政
府 5 日达成新协议，限制疫情严重地区居民
的出行范围。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 5 日宣
布，6 日起进一步收紧疫情防控措施。瑞典政

府 8 日晚宣布， 从 10 日起实施更严格的抗
疫措施。

为了防控疫情， 一些国家推动新冠疫苗
接种。 目前，英国已有超过 130 万人接种了新
冠疫苗，丹麦已有超过 5 万人接种，以色列已
有近 200 万人接种。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逾八成日本民众希望奥运会取消或推迟
比例较一个月之前上升约 17%

据新华社东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 王子
江）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由于新冠疫情
呈恶化趋势，超过 80%的日本民众希望东京奥
运会和残奥会取消或者再次推迟举行，这个比
例比一个月之前上升了大约 17%。

这项调查是由共同社在 9 日及 10 日通过
电话进行的，根据公布的调查结果，35.3%的被
调查者希望奥运会被取消，44.8%的人希望奥
运会再次推迟举行。

日本放送协会（NHK）2020 年 12 月 15 日曾
公布一份类似的民意调查结果， 当时希望东京
奥运会和残奥会被取消或再次推迟的受访者的
比例为 63%， 其中 32%的人认为奥运会应该被
取消，31%的受访者认为奥运会应该再次推迟。

根据共同社的调查，日本首相菅义伟的支
持率也比上个月下降了 9 个百分点，另外还有
68.3%的受访者对日本政府的防疫政策持不满
意的态度。

印尼锁定坠毁客机位置
印度尼西亚一架客机 1 月 9 日从首都雅加达起飞后失

联。 印尼交通部当天确认失联客机已经坠毁，印尼海军已锁
定了客机位置。

短时急坠
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当地时间下午 2 时 40

分与塔台失联。 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卡里亚·苏马迪确认，这
架客机在距离雅加达国际机场大约 20 公里的拉基岛附近
坠毁。

这趟航班从雅加达飞往印尼西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由
一架服役接近 27 年的波音 737-500 型客机执飞。 雅加达与
坤甸相距大约 740 公里，通常飞行 90 分钟。

提供实时航班飞行信息的“24 小时飞行雷达网站”在社
交媒体推特写道，失联客机航班号为 SJ182，起飞 4 分钟后
在不到一分钟内下坠超过一万英尺（约合 3048 米）。

三佛齐航空公司在声明中说，客机搭载 50 名乘客和 12
名工作人员，其中 6 名工作人员为执飞另一趟航班的机组人
员。 这家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说，这架客机起飞前适航状况
良好，因为暴雨推迟 30 分钟起飞。

三佛齐航空公司是印尼一家廉价航空运营商，2003 年
成立，主要运营印尼国内和东南亚地区航线，此前安全记录
良好。

美国波音公司发言人说，波音将密切跟踪印尼三佛齐航
空公司客机的情况，将收集更多信息。

暂时没有线索表明客机失事原因。印尼安全部门预期立
即启动调查。 由于客机在美国设计和制造，美国国家运输安
全委员会将“自动”参与。

锁定位置
印尼国家搜救局和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协调搜救工作，

已经派出搜救人员。 按交通部长布迪的说法，包括 4 艘军舰
在内的多艘搜救船只已经部署至拉基岛附近海域。

印尼国家搜救局官员阿古斯·哈尔约诺说， 搜救人员在
雅加达以北海域发现疑似客机残骸，暂时无法确认。

印尼媒体报道，多名渔民在雅加达以北海域发现疑似客
机残骸，他们告诉搜救人员听到类似打雷的爆炸声。 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印尼版以一名安全部门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一
些电线、一条牛仔裤和一些金属片漂在海面上。

9 日晚些时候， 印尼海军官员阿卜杜勒·拉希德告诉媒
体记者：“已经发现（客机）坐标，并已把它发送给这一海域所
有海军船只。 ”

印尼总统佐科 10 日发布视频， 代表印尼政府和印尼人
民向此次事故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他要求有关各方动用所
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搜寻失事客机上的人员，并要求国家交
通安全委员会调查失事原因并尽快发布相关报告。

印尼是全球最大群岛国家，人口超过 2.6 亿。 这个东南
亚国家近年来多次发生沉船、坠机等事故。

2018 年 10 月 29 日， 印尼狮子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
MAX 8 客机从雅加达飞往邦加勿里洞省首府槟港途中坠
海，189 人遇难。2014 年 12 月 28 日，从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
飞往新加坡的亚洲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印尼爪哇海域坠毁，
162 人遇难。 包雪琳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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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从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到探索经济复苏之路，围绕不同主题的多场重要国际会议将陆续召开———

这六场国际会议有何看点
2021 年，从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

到探索经济复苏之路， 围绕不同主题的多场
重要国际会议将陆续召开。 它们分别都有哪
些看点？

《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
共商治理新框架

原定 2020 年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受新冠疫情影响
延期至 2021 年 5 月举行。 会议主题为“生态
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 1992 年 6 月签署，
目前共有 196 个缔约方， 是联合国地球生物
资源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公约之一。 在昆
明举行的缔约方大会将审议“2020 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 确定 2030 年全球生物多
样性新目标，努力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好愿景。

“大自然已经为我们敲响警钟。 ”《生物多
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
指出，此次新冠疫情凸显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阻断新冠疫情。 同
样， 一个国家也无法独自应对生物多样性危
机，我们需要共同努力。 ”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探讨疫后“大重构”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每

年 1 月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小镇达沃斯举行年
会。 2021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第 51 届世界
经济论坛年会调整举办时间和地点， 将于 5
月在新加坡举行。

2021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题为“大重
构”。年会期间，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公民社
会等方面的领导人将就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
复苏进行讨论， 寻找应对全球最紧迫挑战所
需的解决方案。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
斯·施瓦布说：“当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公私合作，重建信任并解决 2020 年开
始出现的社会断层问题。 ”

G20 峰会
聚焦“人，星球，繁荣”

2021 年 10 月 30 日至 31 日，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将在意大利罗马
举行。意大利方面为峰会确定了三个关键词：
“人，星球，繁荣。 ”

成立于 1999 年的二十国集团，成员包含
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人口约
占全球的三分之二， 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
的 86%，贸易额约占全球的 75%。 二十国集团
如今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成为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多边机制。

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意大利方面
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如何加强卫生和环保领
域合作，更好保护人类和我们的星球，以及如

何抓住数字革命带来的机遇，努力消除“数字
鸿沟”，实现强劲、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化解分歧求共识

受疫情影响， 原定于 2020 年 11 月在英
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推迟至 2021 年 11 月举行。

由于 2019 年 12 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未能就核心议题———
《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达成共识，新一
届气候大会上相关问题谈判能否取得成果备
受关注。

与此同时， 化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减排责任和资金安排等议题上的分歧，保
持各国绿色产业投资高速增长， 构建全球气
候治理体系也将是会议重要看点。

慕尼黑安全会议
“西方缺失”在加剧

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办方 2020 年 12 月
8 日宣布 ，持续的疫情导致第 57 届慕安会
无法按原计划在 2021 年 2 月 19 日至 21
日举行 , 主办方将在与各方协商后宣布新
会期 。

慕安会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表示，除
了推迟会议， 没有别的选择。 一旦条件允许，
2021 年慕安会仍将以传统的面对面形式召开。

慕尼黑安全会议始于 1963 年，是国际战
略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年度论坛之一，会议地
点设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 2020 年 2 月举
行的第 56 届慕安会聚焦 “西方缺失 ”，凸显
西方阵营内部裂痕加深、国际影响力下降的
现实。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特别会议
新总干事待确认

2020 年 8 月 31 日， 世界贸易组织第六
任总干事阿泽维多正式离任， 提前一年结束
任期。根据世贸组织规则，新总干事任命通常
采取成员协商一致的方式， 即在 164 个成员
全部同意的情况下， 由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做
出决定。

2020 年 11 月 6 日，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
主席戴维·沃克表示， 受疫情及其他因素影
响，世贸组织成员无法在 11 月 9 日就新总干
事人选做出正式决定， 因此推迟原定于 9 日
举行的总理事会特别会议。沃克同时表示，他
将继续与世贸组织成员就新总干事人选展开
磋商。

截至目前， 特别会议的具体日期仍未确
定。世贸组织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日前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新总干事尽快就任
十分重要。 “在一些需要做出真正决定的时
刻，总干事的作用必不可少。 ”

新华社记者 凌馨 任珂 张家伟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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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前向世界宣布 ， 被誉为
“中国天眼” 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 （FAST）4 月 1 日起将正式对
全球科学界开放。 为世界科学界提供
中国智慧，为全球工程界提供中国技
术，为人类外空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
贡献和中国发展经验…… “中国天
眼”邀请各国科学家携手走向星辰大
海，共“见”未来。

遥望未知宇宙， 全球科学家在未
来若干年间将因“中国天眼”变得更为
“火眼金睛”。 从宇宙星辰， 到基本粒
子， 人类重大科学发现往往离不开尖
端科研仪器。天文学界通常认为，宇宙
中只有不到 1%是人类能看见的发光
物质。 科学家们常常通过射电望远镜
来提升观测宇宙的能力。 作为全球最
大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中国天
眼”能看见更遥远暗弱的天体，其高灵
敏度将可能帮助科学家在低频引力
波探测 、快速射电暴起源 、星际分子
等前沿方向取得突破，使科学家有能
力发现更多未知星体 、 未知宇宙现
象、未知宇宙规律。 “中国天眼”对全
球开放的消息，让美国西弗吉尼亚大
学射电天文学家莫拉·麦克劳夫林
“感到超级兴奋”，她一直期待用它来
研究脉冲星，包括在银河系外的星系
追踪这些天体。

“中国天眼”还向全球工程界贡献
了大科学工程的中国经验和创新实
践：4450 个反射单元构成的反射面；6
根钢索控制的 30 吨馈源舱；500 米的尺度上测量角度精确
到 8 角秒；超高耐疲劳钢索在 200 万次循环加载条件下可达
500MPa 应力幅，国际上尚无先例……“天眼”非凡，凝聚着中
国人的智慧和汗水，更体现着中国的决心和魄力。 多位天文
学家指出， 除了天文学观测以及建造望远镜带动的技术创
新，“中国天眼”将成为最精确的物理规律验证实验平台。

未知和未来面前，人类命运与共。 “中国天眼”向世界开
放，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注脚。 这不仅让“中国天眼”
的开放程度再次向前推进，也必将成为中国科学家与世界分
享科研成果的标志性事件。事实上，“中国天眼”从一诞生，就
肩负全球使命。 早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主导建设初期，就已
确立了“中国天眼”将按国际惯例逐步开放的原则，以更好地
发挥其科学效能，促进重大科学成果产出，为全人类探索和
认识宇宙作出贡献。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射电天文学研究所
天文学家劳拉·斯皮特勒指出，“中国天眼” 将会推动国际合
作，到本世纪 30 年代，它将为人类研究超大质量黑洞碰撞等
积累大量数据。

从中国开放空间站、与全球共享北斗系统，到“中国天
眼”邀世界共“见”未来……无一不体现中国在利用外太空时
与世界携手合作的精神。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为国际科
学界持续探索宇宙、 尝试寻找未知事物带来更多新视角，为
引领人类突入认知新领域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记者 郭爽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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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家逾 1900亿美元 马斯克跃居世界首富
据新华社微特稿（袁原）彭博社亿万富豪

指数显示，美国硅谷企业家埃隆·马斯克 1 月
7 日身家大涨，首次成为全球首富。

彭博社当天报道， 马斯克目前拥有资产
1948 亿美元，超出世界前首富、亚马逊公司首
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资产 95 亿美元。 后者
位居第二；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比尔·盖茨以
1320 亿美元资产名列第三。

马斯克跃升富豪排名榜首， 主要得益于
特斯拉股价上涨。 这家美国电动汽车制造企

业的股票价格 7 日收盘上涨 7.9%。 马斯克是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持有 20%特斯拉股份。

特斯拉产量远不及福特和通用等传统汽
车制造商，但颇受华尔街和个人投资者青睐。
特斯拉去年业绩突出，股票升值 743%。

报道说，马斯克去年新增资产 1650 亿美
元，可能是迄今最迅速的一轮财富增长。 马斯
克先前多次抱怨“现金不足”。 他的资产主要
与他投资创建的多家企业相关，包括特斯拉、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博林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