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防疫部门 11日说，韩国
境内接种新冠疫苗后确诊感染新
冠病毒的病例累计达到83例。

韩联社报道，韩国中央防疫对
策本部对今年 2月 26日至 4月 8
日期间接种疫苗的 76.7万多人进
行调查并得出上述结论。上述83
例确诊病例中，79例为阿斯利康
疫苗接种者，4例为辉瑞疫苗接种
者。接种疫苗14天后确诊感染的
病例共 40例，均为阿斯利康疫苗
接种者。一般接种疫苗14天后才
会产生足够的抗体。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所作
的对照调查显示，这 83例感染病
例，相当于平均每 10万名接种者
中有 10.8 人确诊感染；同期未接
种疫苗的 13.7万多人中有 109人
确诊感染，相当于每 10万人中有
79.3人确诊感染。

韩国政府 11日宣布，将于 12
日重启本月早些时候叫停的阿斯
利康疫苗接种工作，但将 30岁及
以下人群排除出接种对象范围。

韩国新冠疫苗预防接种推进

团和预防接种专门委员会经过讨
论后，认定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利
大于弊，因而作出上述决定。推
进团说，在韩国发现的 3 例血栓
病例中，2例被证实与接种疫苗无
关，另 1例未出现血小板减少，不
符合欧洲药品管理局对疫苗副作
用的定义。

欧洲药管局 7日决定把血栓
伴随低血小板列为阿斯利康疫苗
的罕见副作用，但依然认定接种
这种疫苗利大于弊，没有更新使
用建议。包括韩国、菲律宾在内
的一些国家随即宣布，暂停为 60
岁以下人群接种这款新冠疫苗。

韩国2月 26日启动全国范围
的新冠疫苗接种，目前批准使用的
3款疫苗分别为英国阿斯利康制
药公司与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美国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
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美国强生公司
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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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启用离心机生产浓缩铀的伊朗纳坦兹核设施 11日
电力系统出现问题。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的话报道，这起事件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污染。

详细情况暂不清楚，事件原因正在调查。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10日下令启动纳坦兹核设施内 164

台 IR－6型离心机，开始生产浓缩铀。鲁哈尼说，IR－6型离心
机浓缩铀生产效率是第一代 IR－1型离心机的10倍。

2015年 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以换取国际
社会解除制裁。协议限定伊朗只能使用 IR－1型离心机开展铀
浓缩活动。

2018年 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并新增一
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 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部分条款。

去年 7月，纳坦兹核设施厂房发生火灾，离心机组装大厅和
部分精密仪器受损。伊朗原子能组织说，火灾由蓄意破坏导致。

今年4月 6日，伊核协议相关方代表开始在奥地利维也纳就
美伊恢复履约问题举行会谈，9日举行新一轮会谈。伊朗方面多
次说，美方应率先解除对伊方所有制裁，伊方才会停止减少履约
举措，完整履行伊核协议。 新华社特稿

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出事”
这是 4 月 10

日在伊朗首都德
黑兰拍摄的核技
术展。

伊朗总统鲁
哈尼10日下令启
动伊朗纳坦兹核
设施内的 164 台
IR－6型离心机，
开 始 生 产 浓 缩
铀。伊朗当天举
行核技术日线上
纪念活动。在当
天的活动上，伊朗
推出 133 项该国
在核技术领域取
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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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室公布
菲利普亲王葬礼计划

新华社伦敦4月11日电（记者 张代蕾）英国王室10日发表声
明说，已故菲利普亲王的葬礼定于4月 17日在温莎城堡内举行。

白金汉宫声明说，葬礼定于英国当地时间17日下午 3时在温
莎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举行。葬礼前，英国将举国默哀一分钟。

按英国君主制，菲利普亲王的葬礼可按国葬规格举行。但王室
声明表示，按照菲利普亲王个人意愿并得到女王批准，同时遵循英
国政府防疫控制措施，本次葬礼将按王室葬礼规格举行，而非国葬。

由于英国防疫要求，葬礼参加人数上限为 30人。声明说，参
加者将仅限王室成员。

声明还说，英国女王已批准首相约翰逊的建议，将菲利普亲
王去世到葬礼举行之间这段时间定为国丧期。其间，英国所有政
府和军事机构降半旗志哀。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9日上午在温莎城
堡去世，享年99岁。菲利普亲王生于1921年 6月 10日，曾在英国
海军服役，参加过二战。1947年 11月他与尚未即位的伊丽莎白
结婚，两人育有4个孩子。

日本吐噶喇列岛连日发生
130余次小规模地震

据新华社东京4月11日电（记者 郭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从
当地时间9日夜间至11日7时，日本鹿儿岛县吐噶喇列岛观测到130
余次小规模地震，其中最高震级4.5级，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情况。

日本气象厅表示，频发的地震虽未引发海啸，但未来几天小
规模地震或将持续，应引起注意。

最近一次地震是当地时间 11日清晨 5时 40分，吐噶喇列岛
的恶石岛发生的4.5级地震。据日媒报道，恶石岛现有居民70人，
岛上有中小学校等设施。

这是阿联酋新选拔的两名航天员努拉·玛特鲁希（右）和穆罕默德·穆拉。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0日宣布选拔了两名新宇航员，其中一人为女性。她

名为努拉·玛特鲁希，由此成为该国首名女宇航员。
新华社发

阿联酋选拔出首名女宇航员

私吞“横财”

美警方接线员面临牢狱之灾
美国一名警方接线员意外收获百

万美元横财，却为此不但丢了工作，还
面临坐牢。

克琳·斯帕多尼现年 33 岁，曾在
路易斯安那州最大城市新奥尔良市郊
区的杰斐逊教区治安官办公室担任接
线员大约 4年半。今年 2月，她的银行
账户突然多了 120多万美元。美联社
10日报道，美国嘉信理财公司原本打
算向她的账户汇入大约 82美元，但误
汇 120多万美元。

斯帕多尼随即把这笔巨款转入她
的另一个账户，并买了一座房子和一辆
新车。

嘉信理财多次联系斯帕多尼，要求

她退还钱款，不过没有成功，最终把她
告上法庭。

斯帕多尼 4月 7日被逮捕，受到多
项罪名指控，包括盗窃超过 2.5万美元
财物、银行欺诈和非法转移资金。被捕
后，她被治安官办公室解雇。

嘉信理财在诉状中说，按照与斯帕
多尼签订的合约，客户如果收到多支付
的资金，应全额返还。治安官办公室发
言人说，这是会计错误，斯帕多尼不能
合法拥有这笔钱。

这 笔 巨 款 中 ，大 约 75％ 已 被 追
回。斯帕多尼目前被关押在当地惩教
中心，保释金为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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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海上学期
开阔中学生视野

德国教育机构“海洋学院”每年招收一批高中生，在海上航行
一个学期并完成学业。这个项目最近一批33名学生 10日结束海
上学期，在德国北部港口埃姆登登岸。

据德新社报道，这 33名学生大部分为十年级学生（相当于中
国高一年级学生）。他们去年 10月初登上“伦敦鹈鹕”号帆船，从
埃姆登港启航，开始为期半年的海上学期。

他们两度穿越大西洋，行程达 2.6万公里，途中停靠西班牙加
那利群岛，最远到达拉丁美洲哥斯达黎加和百慕大群岛等地。

海上学期中，学生们在船上跟着专业教师学习，在学期结束
后可以继续返回常规学校学习。航行期间，学生能在实践中应用
所学知识，例如在天文和航海观测中运用数学和物理知识；访问
拉丁美洲一些地方时西班牙语能“派上用场”；在整个旅行中运用
所学到的地理知识。 新华社特稿

美国一支消防队全为女性
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加登斯消

防救援局有一支女性消防队。
据美联社 10日报道，这支消防队

由 5名女性组成，去年成立时在社交媒
体引起不小反响。

消防队员朱莉·达德利说，为了练
就消防员的强壮体格，她从第一天开始
就“超级努力”。

她们在社交网站发布成立全女
性消防队的消息时，遭到一些网民嘲
讽 。 有 的 网 友 留 言 说 ：“ 房 子 着 火
时，你怎么肩扛我 136 公斤重的丈夫
逃出去？”达德利回复：“我们不能，
不过，我们消防局也没有男消防员能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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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美将启动年度
“肩并肩”联合军演

新华社马尼拉4月11日电（记者 闫洁 刘锴）菲律宾武装部
队总参谋长西里利托·索贝哈纳11日说，菲律宾与美国定于12日
启动为期两周的2021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

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肩并肩”联合军演的规模比往年有所
缩减。索贝哈纳说，今年军演仅 1700名军人参加，其中美方 700
人、菲方1000人，“部分演练将通过线上方式展开”。

“肩并肩”是菲美年度常规联合军演。受疫情影响，菲美取消
了2020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

菲律宾与美国于1998年签署《访问部队协议》。《协议》规定了
美方军人、军事相关人员以及军事装备进入菲律宾的条件、活动
范围以及可获得的便利，包括双方举行军演的相关安排。菲律宾
2020年 2月曾宣布将终止《访问部队协议》，但随后以“当前区域
情势的变化”为由，暂停终止《协议》。

印度单日新增
新冠病例破15万

新华社新德里4月 11日电（记者
胡晓明）印度卫生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印度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52879
例 ，再 创 疫 情 以 来 新 高 ，累 计 确 诊
13358805 例；新增死亡 839例，累计死
亡169275例。

官方数据显示，本周以来，印度单
日新增确诊病例连创新高。新增确诊
继 5 日首次超过 10 万例后，7 日至 10
日连续突破 11万、12万、13万和 14万
大关。

首都新德里是印度疫情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11 日新增确诊 10732 例创
新高，累计确诊 714423 例。新德里首
席部长凯杰里瓦尔 11 日在记者会上
表示，首都地区目前处于第四波疫情

高峰，形势“非常严峻”。但他表示，目
前医院尚有足够床位，如果医疗系统
不崩溃就不会重新“封城”。他呼吁居
民接种新冠疫苗，并做好戴口罩、勤洗
手、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护措施，除紧急
情况外不要出门，在轻症状态下不要
去医院。

近期，随着疫情快速反弹，印度多
地宣布实施防控新措施。新德里市政
府 6日宣布，即日起至 4月 30日首都地
区每天 22时到次日 5时实施宵禁。疫
情最为严重的马哈拉施特拉邦4日晚宣
布，从 5日起至本月底全邦每天 20时至
次日 7时实施宵禁，宵禁期间仅允许提
供必要服务的商店等营业，酒吧、影院、
泳池和宗教场所等全部关闭。

日本新冠疫苗
接种率不到1％

日本媒体 11 日报道，截至本月 9
日，大约 110 万日本民众接种过至少
一 剂 新 冠 疫 苗 ，约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0.87％，大大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共同社援引厚生劳动省的一份统计
报道，自 2月 17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以
来，日本仍然停留在接种进度的第一阶
段，接种对象为医务工作者。下一阶段
定于本月 12日展开，对象为 65岁以上
老年人。

共同社拿日本的接种率与其他发达
国家作对比，得出日本疫苗接种迟缓的
结论。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所作
汇总，现阶段全球平均接种率为 5％，其
中以色列接种率高达 61％，英国和美国
进度也较快，分别为46％和32％。

共同社分析，日本疫苗接种推进缓
慢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研发落后，没有国
产疫苗；审批严苛，比欧美晚两个月左
右；严重依赖进口，采购需要获得疫苗生
产地的许可。

与一些国家不同，日本要求对疫苗
开展基于本土受试者的临床试验。这一
做法延缓了审批流程。迄今只有美国辉
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
司联合研发的疫苗通过日本监管机构
审批。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和牛津
大学联合研发的疫苗以及美国莫德纳
公司研发的疫苗正在开展临床试验，
等待日本监管机构审批，预计 5月才能
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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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累计83人接种新冠疫苗后确诊感染

4月9日，人们在韩国首尔一间餐厅摆在户外的透明“泡泡”里用餐，这种用餐方式旨在
降低新冠病毒传播风险。 新华社发

俄总统新闻秘书：

乌克兰东部局势非常危险
新华社莫斯科4月11日电（记者 吴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11日说，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当前局势非常危险。
佩斯科夫当天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顿巴斯地区当前局势非

常危险，随时可能爆发内战。
佩斯科夫还说，俄方在本国境内调遣军队不应引起他国担

忧。俄邻国正试图通过武力解决顿巴斯问题，这对俄构成安全威
胁。他重申，希望乌克兰方面保持冷静。

乌东部地区局势近来再趋紧张。乌方称，俄罗斯在乌俄边境
地区集结军队，对乌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则指出，北约国家及其他
势力的军事力量在俄边境地区正变得更为活跃，这迫使俄方保持
警惕，俄正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边境安全。

2014年 4月，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爆发乌政府军和民间武
装的大规模冲突。经国际社会斡旋，冲突双方分别于2014年 9月
和 2015年 2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大规模
武装冲突得到控制，但小规模交火时有发生。

乌土总统举行会晤
讨论乌东部局势

据新华社安卡拉4月11日电（记者 郑思远 施洋）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 10日与到访并出席土乌高级别战略理事会会议的乌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表示支持以明斯克协议为基
础，通过对话解决乌东部冲突问题。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土耳其坚决捍卫乌克兰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支持通过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确保黑海地区的稳
定和安全，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行动，加强双方在打击一切形
式的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的合作。

声明还说，土乌将进一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各领域合
作，加快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改善投资环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