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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芝罘平方消防器材店在恒
丰银行烟台分行营业部的银行开户许可
证遗失，核准号J4560007329301，帐号：
853522010122801438，声明作废。

●烟台迈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公
章 遗 失 ， 防 伪 号 ：
91370602MA3CGR5A85，声明作废。

●烟台市福星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教练车鲁FB360学，营运证副本丢失，经
营许可证号：370600610010，声明作废。

烟台港西港区#6、#7泊位增加原油装船功能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

求，公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一、获取方式
1、 https://www.yantaiport.com.

cn/zxgg/45316.jhtml
2、纸质报告书：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二、征求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 http://www.mee.gov.

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四、提出意见方式途径
传真：0535-6742158
电子邮件：ytgjdzx@163.com
五、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确诊病例增速放缓
死亡病例继续攀升

近期，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
继续上升，但确诊病例增速有放缓迹象。自
7月7日起，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每天
报告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均超过5万例，7
月24日单日新增74818例，创下疫情暴发
以来最高纪录。8月2日，单日新增病例首
次降至5万以下。

美疾控中心7日发布的每周疫情报告
显示，过去一周全美大部分地区新冠病毒检
测阳性率有所下降。美国《大西洋月刊》发
起的追踪全美疫情项目数据显示，本周美国
新增确诊病例数比上一周下降了10.4%，但
病毒检测量也较上一周下降9.1%，所以难
以判断确诊病例下降是否是检测量降低所
致。

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
究所数据，目前，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
州、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等新的“重灾
区”确诊病例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研究所
所长克里斯托弗·默里表示，确诊病例下
降与这些地区发布“口罩令”、关闭酒吧、
限制餐厅堂食以及公众遵守防护措施等
因素有关。

但与此同时，美国新冠死亡病例仍在持
续攀升。追踪全美疫情项目数据显示，新冠
死亡病例连续5周稳步上升，过去一周全美
有7591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由于死亡病
例往往比确诊病例滞后几周体现，因此专家
预测未来几周死亡病例仍将继续上升。

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最新
模型预测显示，到12月1日美国累计新冠
死亡病例可能达到近30万例。

病毒广泛蔓延
年轻群体感染多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
授斯坦利·珀尔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与4月疫情主要在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地
区集中暴发不同，目前病毒传播极其广泛。
除了西部和南部各州成为新的“重灾区”，密
苏里州、田纳西州、弗吉尼亚州等众多地区
病例数都在激增。

华盛顿州卫生部门首席传染病专家斯
科特·林德奎斯特表示，目前美国第一波疫
情还未过去，正处在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
位，还没开始往下走。

“我们现在处于全美疫情覆盖极广的阶
段，因此无论身在这个国家的哪个角落，接
触到新冠病毒和被感染的可能性都在增
加。”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流行病学家辛迪·普
林斯说。

珀尔曼告诉记者，近期美国新冠疫情的
新特点之一是年轻群体感染数上升，尤其是
有基础疾病的年轻群体患重症的风险很
高。这与年轻人喜欢参加各种聚会活动、喜
欢去酒吧等场所、容易忽视社交限制措施等
因素相关。

对疫苗“谨慎乐观”
抗疫形势仍严峻

为有效控制疫情，美国科研机构和制药
企业正加紧相关疫苗、药物及疗法攻关。7
月27日，美国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和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各自的新冠病毒疫苗三
期临床试验分别启动，两项试验将各招募3
万名志愿者参与。

在谈及新冠疫苗研发进展时，美国国家
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冠状病毒
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安东尼·福奇表示，根
据动物实验数据及早期人体试验数据来看，
他对今年底或明年初研发出安全、有效的新
冠疫苗“谨慎乐观”。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日前刊文称，流行
病学家认为控制疫情需要检测能力达到每
天数百万样本的检测量级，而美国政府没有
制定任何抗击疫情的国家战略，也未能提高
其检测能力至这样的量级。

文章称，尽管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出现缓
和迹象，但仍处于高位平台期，这凸显了美
国疫情防控面临的严峻形势。

新华社华盛顿8月9日电

“各国科学家都作出回应”

问：您第一时间发表了来自中国医生的
最早有关疫情的论文。美国一直对中国持
严厉批评态度。您对中国在疫情初期的反
应有何评价？

答：我认为在去年12月的时候，中国政
府试图追查这种神秘的肺炎究竟是什么，他
们试图了解疫情暴发的性质。然后到了去
年12月底，他们意识到事情很棘手。

问：世卫组织的一个团队目前正在中
国，目的是努力了解更多有关病毒起源的信
息。

答：我们知道早期的一些确诊病例似乎
与武汉的生鲜市场有关。但一些病例与市
场无关。在早期阶段，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这
种病毒的传播途径。它与野生动物、周遭环
境和城市环境之间显然存在关联。但我们
无法确定构成这个谜团的碎片都在哪里，也
不清楚这些碎片是如何连接到一起的。

问：去年 12 月首次出现一种神秘的肺
炎。病原体在数周内得到确认。其基因序
列在今年1月公布。现在，我们有20多种疫
苗正在进行人体试验。这样的进展速度似

乎非常惊人。
答：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情。我

在《柳叶刀》杂志工作了30年，目睹过世界
各地的许多流行病和人道主义紧急状况。
我从未见过全球科研界作出如此迅速的反
应。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是一场真正的全
球集体努力。各国科学家都作出了回应。
所以，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使我们能够如
此快速地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问：我想你会说，科学界的反应远胜于
各国政府的反应？

答：是的，这也是我感到生气的原因之
一。我看到科研界立即采取行动，收集一切
可行的证据，供决策者和政界人士使用。但
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这不仅仅是政界人士的失败，也是向政
府提供建议的那些医学和科学顾问的失
败。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反应速度也不够快。

轻视“来自中国的科学证据”

问：意大利进入封锁状态，然后是西班
牙、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部分地区。你能
看到犹豫不决和磨磨蹭蹭。但鲍里斯·约翰
逊在3月12日告诉人们，你将失去很多你所
爱的人。一周后，酒吧关门了。几天后，我
们进入了封锁状态。这还不快吗？

答：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个速度并不
快。如果出现严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在
这种情况下感染病毒的人数几乎呈指数级
增长，每三天左右就会翻一番，那么你根本
没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拿主意。

现在，让我们来想想你会如何反应。世
界卫生组织1月30日宣布这是一项国际公
共卫生紧急事件。你可以想象，英国外交部
或首相办公室会要求驻北京的使馆立即向
他们报告。

然后，这些信息于2月1日送抵首相办
公室。你认为他们会说：好吧，我需要让病
毒检测、追踪和隔离机制立即就位。我们有
个人防护设备吗？我们如何看待保持社交
距离？我们对学校的政策是什么？我们如
何阻止大规模集会，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

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宣布公共卫生
紧急事件的 48 小时或 72 小时内进行讨
论。但这一幕没有发生。

问：英国政府总是说：我们遵循科学。
这听上去令人欣慰。他们都是聪明人。究

竟出了什么问题？
答：不只是英国，整个欧洲和北美都是

如此。那里的科学家并没有把来自中国的
科学证据当回事。

问：是席卷意大利北部的疫情打了他们
一记耳光吗？

答：是的。当这种流行病真正在伦巴第
暴发的时候，他们才重视起来。那时候，尼
尔·弗格森(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流行病学
家)和其他人重新进行了计算。在模型中，
他们算出接受重症监护服务的人数会翻一
番。然后，他们突然发现国民保健署将不堪
重负。那是一个关键时刻。

问：帝国理工学院的评估称，如果英国
早一个星期实行封锁措施，国内的死亡人数
就能减少一半。你对这一评估有信心吗？

答：如果我们在3月6日而不是3月23
日实行封锁措施，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挽救两
万多人的生命。

美公共卫生科学家“严重误判”

问：您在书中写道：“美国的新冠肺炎疫
情是整个疫情大流行期间最奇怪的悖论之
一。世界上没有其他哪个国家拥有像美国
那样的科研技能、技术知识和生产能力。它
是全球科研超级大国，这一点无人能及。然
而这个科学上的巨人完全没有把自己的专
业知识成功运用到国家应对疫情的政策和
政治上。”

答：的确如此。
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答：这很难说。我喜欢美国。但它可能

非常狭隘。我想美国自认为是世界上最伟
大的国家，这意味着它认为自己是坚不可摧
的。这种观点不仅影响到它对疫情的反应，
也影响到美国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威胁的态
度。

我不认为许多美国公共卫生科学家和
政府顾问都看过我们发表的那些论文。即
使他们真的看了，我想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文
章当回事。我认为美国公共卫生科学家对
这一风险有着非常严重的误判。

我很了解安东尼·福奇，他的整个职业
生涯都在抗击艾滋病。他是一位杰出的科
学家，也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但这儿出了些
问题。……我在回想过去。我记得上世纪
90年代我与亚特兰大的一些艾滋病科学家
交谈，当时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在里根执政

时期进一步大声疾呼？在证据如此明确的
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更有力地站出来倡导公
共卫生？”

他们说：“你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他们
都穿着海军制服，对我说：“我们不能成为倡
导者。”因为如果你是政府科学家，如果政府
是左翼、右翼或者其他什么的，你必须融入
这种政治氛围，不能置身事外。否则，你就
会出局。

现在，快进到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以及
我们现在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领导层。
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科学家看到了这些论文，他们知
道即将发生什么。但他们没有得到准许挺
身而出，成为公共卫生的倡导者。

“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乐观”

问：我们来谈谈如何让人体打败这种病
毒。有什么好的药物能够帮助那些生病的
人抗击新冠病毒？

答：有一些老式的抗病毒药物，不是专
门针对冠状病毒的，它们目前正在进行临
床试验。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更专门针对
冠状病毒的新型抗病毒药物——但目前这
些药物都没有做好真正投入使用的准备。
接下来，有一类药物实际上并不是针对这
种病毒的，而是针对导致病人死亡的东西：
细胞因子风暴。这是一种失控的超大规模
炎症反应。因此，针对这种情况的一个治
疗办法是设法阻止病人在感染时爆发细胞
因子风暴。

问：这就要谈到疫苗问题。令人惊讶的
是，我们现在有三四种类型的疫苗——
RNA疫苗、DNA疫苗、灭活疫苗，以及牛津
团队正在试验的基于弱病毒版本的腺病毒
载体疫苗。到今年12月，或者明年1月或2
月，我们会有两到三种疫苗准备就绪，拥有
70%或 75%的有效性吗？希望回答是肯定
的。

答：所以，好消息是，就研制疫苗而言，
我们正在快速取得进展。全世界大约有
200种候选疫苗正在研发中。目前大约有
15到20种疫苗正在进行人体试验。我们完
全有理由感到乐观，相信到今年底我们将确
定至少一种疫苗，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同
时也是安全的。那么明年的问题就是提高
疫苗产量和分发这种疫苗。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新媒体专电

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主编理查德·霍顿访谈

美欧政客应对疫情铸成大错
●美媒称，作为国际著名医学期

刊《柳叶刀》杂志的主编，理查德·霍
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持发表了
一些被援引最多的论文，包括疫情早
期来自中国科学家的报告以及最新
的疫苗研发进展。他还直言不讳地
批评了全球应对这场疫情的失败之
处。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
29日报道，如今，霍顿为我们带来一
本新书，名为《新冠肺炎灾难：出了什
么问题，如何阻止其再次发生》。这
是一部充满愤怒的作品，书中对各方
在过去6个月里犯下的错误提出合
理质疑。他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疫情期间削减对世卫组织的资助，称
这是犯下了“反人类罪”。

霍顿通过软视软件，在接受《华
盛顿邮报》采访时，解释了他为何认
为美欧的政客和科学顾问大错特错
了。对于新冠肺炎疫苗和疗法方面
的研究，他还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看
法。

新冠累计确诊病例突破5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6万例

美国新冠疫情“新阶段”有何特征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9日上午，美国新冠累计确诊病例
已突破5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
过16万例；确诊病例从400万例飙
升至500万例仅耗时17天。

美国流行病学家认为，美国当
前处于应对新冠疫情的“新阶段”，
疫情正在“极其广泛地蔓延”。确
诊病例增速有放缓迹象，死亡病例
持续增加，病毒传播范围广，年轻
群体感染率上升，是近期美国疫情
的一些新特征。但疫情仍处于高
位平台期，防控仍困难重重。

8月1日，人们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一处新冠检测点外排队等待采集检测样本。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8月9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

诊病例已超过500万例。 新华社

8月9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民众观看爆炸过后贝鲁特
港口区内的残骸。黎巴嫩军方9日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
区爆炸现场的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但找到生还者的希望越来越
渺茫。 新华社

黎巴嫩搜救行动继续
找到生还者希望渺茫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际援助黎巴嫩视频会议9日在
联合国和法国倡议下举行。法国总统府说，会议为向黎巴嫩提
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认捐”2.98亿美元。

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地区组织和国际机构的代表出
席会议，承诺尽快聚合资源援助黎巴嫩民众。

与会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各方同意“在联合国良好协调下，
向黎方提供及时、充足且符合黎巴嫩民众需求的援助，高效、透
明地直接发放给黎巴嫩民众”，“在这些可怕时刻，黎巴嫩不孤
独”。声明没有说明认捐总额。法国总统府说，已经承诺提供或
可迅速调集的紧急援助总额接近2.53亿欧元（约合2.98亿美
元）。不过一些提供援助的国家声称，要想获得国家经济和金融
恢复所需“长期支持”，黎巴嫩方面应致力于“改革”。它们认为，
应当就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爆炸事件展开“公正、可信和独
立调查”。

援手黎巴嫩

多国“认捐”近3亿美元

8月7日，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一场暴雨过后，路面积水严
重。 新华社

巴基斯坦多地遭遇强降雨

新华社伊斯兰堡8月9日电 巴基斯坦国家灾难管理局9
日晚发布报告说，巴基斯坦多地过去3天遭遇强降雨，引发的洪
涝灾害等导致60多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报告说，强降雨导致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25
人死亡，南部信德省12人死亡，东部旁遮普省和西南部俾路支
省各8人死亡，北部吉尔吉特-伯尔蒂斯坦地区10人死亡。死
者中包括至少19名儿童和9名妇女。

报告说，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冲毁4座桥梁，导致300多栋房
屋部分或完全损毁，数百座村庄的道路中断。

根据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9日发表的声明，巴军方已派出
官兵奔赴灾区协助开展救援工作，转移被洪水所困民众并向灾
民提供必要的医疗和食品。

新华社明斯克8月10日电 白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10
日早晨宣布，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现任总统卢卡申科以80.23%的
得票率在总统选举中胜出。这是卢卡申科连续第六次当选总统。

白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叶尔莫申娜说，根据初步计票结果，
得票率排名第二位的候选人季哈诺夫斯卡娅获得了9.9%的选
票，个体企业家卡诺帕茨卡娅得票率为1.68%，排名第三。“S58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切列琴及全国研究和教育协会“说出真
相”共同主席德米特里耶夫分别获得1.13%和1.04%的选票。
有6.02%的选民投了“反对所有候选人”票。

独联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别杰夫10日向媒体表示，独联体
使团在观摩选举过程中未发现有违选举合法性的事实，选举有
序进行，符合白俄罗斯法律。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卢卡申科再次当选
白俄罗斯总统

8月8日，在毛里求斯东南部的马埃堡市，工作人员正在进
行作业，以防止油污进一步扩散。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9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已从日前在毛东南部海域搁浅货船的破
裂油库中抽取约530吨燃油，目前燃油泄漏已经停止，但该货船
上仍有约2500吨燃油，船体有进一步破裂风险。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