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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以来，英国、南非、巴西、美国等国接连报告

发现变异新冠病毒，使新冠病毒变异的问题广受关注———

如何看待层出不穷的变异新冠病毒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者 郭

洋）去年下半年以来，英国、南非、巴西、
美国等国接连报告发现变异新冠病毒，
使新冠病毒变异的问题广受关注。 不少
人担忧， 不断变异会使新冠病毒变得更
“凶险”吗？ 是否会影响新冠疫苗的防护
效果？ 人们又该如何应对？

最近几日， 又有多国密集报告了新
的变异新冠病毒。菲律宾卫生部 13 日报
告发现一种名为 P.3 的变异新冠病毒 ，
现有数据还不足以断定它是否会有重大
公共卫生影响。 巴西国家科学计算实验
室 12 日宣布发现一种变异新冠病毒，与
此前在巴西马瑙斯地区发现的 P.1 和在
里约热内卢等地区流行的 P.2 变异病毒
均不同。 英国卫生部门 11 日表示，英格
兰东南部近期确诊了两例感染一种变异
新冠病毒的病例， 目前正对这种被称作
B.1.324.1 的变异病毒展开调查……

变异新冠病毒层出不穷的消息令不
少人感到恐慌。事实上，变异是病毒自我
复制过程中的常态， 病毒并不总能完全
准确地复制出其遗传物质“副本”，其复

制时常出现一些错误， 从而导致基因突
变。 新冠病毒所属的 RNA（核糖核酸）病
毒变异相对较快， 大多数变异并不会使
病毒“性情大变”，但也有一些变异带来
值得关注的病毒性状改变。

世界卫生组织在新一期全球新冠疫
情周报中介绍说， 目前全球主要流行 3
种“需要关注”的变异新冠病毒，分别为
去年 9 月在英国出现的 B.1.1.7、 去年 8
月在南非出现的 B.1.351 以及去年 12 月
在巴西和日本出现的 P.1。 截至 3 月 9
日， 已报告出现这 3 种变异病毒的国家
分别超过 110、50 和 30 个。

据疫情周报介绍， 这 3 种主要流行
的变异新冠病毒携带了某些相同的基因
突变。 例如，3 种变异病毒的刺突蛋白基
因上都发生了 N501Y 突变 ， 而 B.1.351
和 P.1 的刺突蛋白基因上均出现了
K417N 和 E484K 突变。

现有研究显示，与未被列为“需要关
注”的新冠病毒毒株相比，以上 3 种变异
病毒均显示出更强的传播能力， 其中 B.
1.1.7 还可能导致感染者住院、重症和死

亡风险升高。另外，这 3 种变异病毒还能
在不同程度上削弱抗体“中和”病毒的能
力， 有可能增加已康复患者再次感染新
冠病毒的风险。

10 日刊登在 《英国医学杂志 》上的
一项研究显示，变异病毒 B.1.1.7 与英国
社区成年新冠患者的更高死亡率有关，
其威胁需被重视。

关于这些变异病毒会否让现有诊疗
方法和疫苗失效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已
有研究发现，B.1.1.7 发生的基因序列缺
失可能使 “以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基因为
标靶” 的检测方法失灵；B.1.351 可能影
响多款已投入使用的疫苗的有效性。 英
国牛津大学 2 月发布的一项初步研究结
果显示， 该校与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合作
研发的新冠疫苗对 B.1.351 所导致的轻
度至中度感染，仅能起到“极小”的预防
作用。

为防止病毒变异降低疫苗效果，多家
疫苗厂商已着手研究如何快速开发针对
变异新冠病毒的疫苗。德国“痊愈”疫苗公
司 2月初发布公报说，将与英国葛兰素史

克公司开展一项投资 1.5 亿欧元的合作
项目，共同开发下一代 mRNA（信使核糖
核酸）新冠疫苗，将考虑采用“多价”策略，
用一款疫苗预防感染多种变异新冠病毒。
美国莫德纳公司 2 月底宣布研发了一款
针对 B.1.351 病毒的新冠疫苗 mRNA-
1273.351， 将启动临床试验以验证其效
果。 英国政府近日还表示，将资助新冠疫
苗混合接种、注射第三剂疫苗的效果等研
究，以增强应对变异病毒的能力。

世卫组织表示， 虽然新冠病毒不断
变异，“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 仍是遏制
新冠疫情蔓延的关键，这既包括勤洗手、
戴口罩等个人防护措施，也包括隔离、追
踪、停工停学等防疫限制措施。有证据表
明，在变异病毒广泛传播的多个国家，保
持社交距离等措施可有效减少感染人
数，进而降低新冠住院和死亡人数。世卫
组织还呼吁各国加强病毒监测和基因测
序能力，发现变异病毒后尽快报告，共享
病毒基因序列并加强相关调研。

新冠病毒仍在全球传播， 加强国际
抗疫合作并促进疫苗在全球公平分配对
于遏制新冠病毒快速变异具有重要意
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表示，如
果允许新冠病毒继续在不发达地区肆
虐， 病毒将不断变异， 可能产生更易传
播、更致命、使目前的疫苗和诊断失效的
变异病毒。这种情况将延长疫情，发达地
区将再次受冲击， 全球经济复苏也将延
缓。 他强调，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就能确
保疫苗的充足供应、公平分配，建立对疫
苗的信心，并最终战胜新冠病毒。

这是 3月 12日拍摄的埃塞俄比亚甘贝拉州离网光伏电站（无人机照片）。 中国
国家电网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与南京南瑞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联合体

承建的埃塞俄比亚甘贝拉州离网光伏电站竣工仪式 13日举行。据介绍，该项目光伏
容量 175 千瓦，设计年发电量 80 万千瓦时，可为当地 400 多户居民提供稳定的清洁
电力能源。

新华社发

中企承建埃塞俄比亚光伏电站竣工

比特币价格突破 6万美元
新华社微特稿 （袁原）在投资者持

续买入和支付机构支持背景下， 加密货
币比特币现货价格 3 月 13 日首次突破
6 万美元。

全球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Mar鄄
ketCap 网站数据显示， 北京时间 13 日
19 时 49 分，单枚比特币价格首次突破
6 万美元 ，达到 60012 美元 ，之后持续
上涨。

比特币价格去年 3 月仅为 5000 美
元左右，一年来涨势迅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比特币
价格去年 12 月 31 日收于 28987.6 美
元，今年 1 月几天内先后突破 3 万美元、
4 万美元，并在 2 月突破 5 万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为对冲通货膨胀和
美元贬值风险，一些大企业和华尔街投
资者纷纷投资比特币，带动这种加密货
币价格猛涨。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
拉公司 2 月表示，已在比特币上投资 15
亿美元。 万事达卡公司表示，今年拟在
其支付网络上支持某些数字货币。 纽约
梅隆银行也宣布将提供数字资产相关
服务。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2 月警
告比特币风险。 她说，比特币并非广泛
使用的交易工具，当下比特币投资呈现
“高投机性”，比特币在合法性和稳定性
方面均存在重要隐患，投资者可能会蒙
受损失。

多国政府表示

支持中国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日前高票表决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的决定》。 对此，老挝、越南、布隆迪政府
表示， 中方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主
权范围内的正当举措， 有助于香港保持
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

老挝外交部发表声明， 热烈祝贺和
支持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声明表示，老
挝政府一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香港特
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
部分。 中方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自
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当举措， 完全符合宪
法和法律规定，将有力实现“港人治港”，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和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姮在回答
新华社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 一切有关
香港事务均属中国内政， 越方希望香港
保持稳定和繁荣发展。 越方尊重和支持
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尊重香港特区基
本法及相关法律制度。

布隆迪政府在声明中对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
度的决定》表示祝贺。声明说，决定的通过
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区基
本法的维护，中国政府有能力和智慧保障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一国两制”是实现香
港稳定、安全、繁荣的最佳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