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3月6日从工信部获
悉， 由中国信通院联合中国
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推
出的“通信大数据行程卡”6
日在全国范围内上线。 用户
打开微信小程序“通信行程
卡”， 填写手机号码和验证
码， 就可获取本人过去14天
内停留4小时以上的到访地
行程证明，并根据停留情况，
获得相应的凭证。

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
数据研究所副所长张雪丽表
示，“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基

于电信大数据， 由三大运营
商统一提供接口， 仅需填写
手机号、 验证码并确认本人
授权，不收集其他个人信息，
充分保护用户隐私。

据悉，“通信大数据行程
卡” 可以做到全国一张网全
面覆盖， 还可以查询到本人
国内手机号的国际行程，在
确保用户信息安全的前提
下，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道路通行、 出入境等提供科
学精准的技术支撑。

■据新华社

世界卫生组织赴中国考察专家
组负责人布鲁斯·艾尔沃德近日接
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赞扬了中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 认为中国抗
疫模式可以复制。

艾尔沃德强调， 新冠肺炎疫情
尚不构成全球性大流行， 但控制疫
情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
站3月4日发表《科学家说，
新冠病毒已演化出更具攻
击性的亚型》的文章，内容
摘编如下：

科学家说， 新型冠状病
毒已经演化出两个亚型，其
中一种似乎攻击性更强，这
可能会阻碍疫苗研发工作。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
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病毒已
经演化出两个亚型，分别是
L型和S型。

较早出现的S型似乎比
较温和，传染性较低；而后来
出现的L型则传播迅速，目前
占确诊病例的70%左右。

对1月21日在美国检测
呈阳性的一名男子的基因分
析显示， 同时感染这两种类
型的病毒也是可能的。

全球约有35个实验室和
机构正在加紧研发疫苗，其
中一些准备在下月开展人体
试验。 但是大规模接种在明
年之前不可能推出。

上述中国科学家对103
名感染者的病毒DNA进行
了分析。他们说，危险性较
小的 S型正在逐渐控制局
势，可能是因为中国采取了
积极的公共卫生封锁措施，
从而阻止了更具攻击性的L
型的扩张。

在一名61岁的巴西男子
身上也发现了病毒新变异，
不过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
学院的戴维·海曼博士说，疫
苗仍会对新出现的病毒亚型
有效。

政府的科学专家预测，
此次疫情可能持续4至6个月
左右。 政府首席医疗官克里
斯·惠蒂教授说，他认为目前
病毒正在英国进一步传播，
这可能导致感染人数螺旋式
上升， 尽管不清楚哪一种变
体正在英国蔓延。

惠蒂教授说， 英国不大
可能效仿中国封闭城市的做
法， 因为这种病毒已经传播
得太远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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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公主”号？美防疫挑战艰巨
“至尊公主”号邮轮已有数十人出现类似“流感”症状，近百人需受检，禁止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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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赴中国专家组负责人：
中国抗疫模式可以复制

科学家称新冠病毒出现变异：
演化出更具攻击性的亚型

不填问卷、全国通用！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小程序上线

美国卫生部门5日向停留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港
外、载有近3500人的“至尊公主”号邮轮紧急运送新冠病毒
检测试剂，排查邮轮上疑似患者。

“至尊公主” 号与先前暴发新冠疫情而停靠日本横滨
港的“钻石公主”号同属一家邮轮公司。加州政府暂时禁止
这艘邮轮入港，直至能够确认船上数十名出现
类似“流感”症状的人员并未感染新冠病毒。

加州4日确认出现首个新冠
病毒感染死亡病例。 患者71岁，
2月中旬乘坐“至尊公主”号完成
旧金山往返墨西哥的行程。获知
这一消息后，“至尊公主”号决定
缩短本次旧金山往返夏威夷的
行程、提前返回旧金山，却被拒
绝入港。

与死者同行的另一名乘客
也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眼下病
情严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令外界担忧的是，还有62人先前
与病亡患者同乘邮轮，但在返港
后选择继续旅行，目前仍在这艘
邮轮上。

按照邮轮公司的说法，邮轮
现载有2383名乘客和1100名船

员，还没有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但旧金山紧急情况部门证
实，邮轮上已有数十人出现类似
“流感”症状。

美联社报道，一架海岸警卫
队直升机5日将检测试剂运送到
邮轮上， 而后将样本送往实验
室， 预期最早6日得到初步筛查
结果。邮轮上近3500人中，目前
仅确定不到100人需要接受病
毒检测，包括与病亡患者曾同乘
邮轮的乘客及有疑似症状人员。

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说，
完成筛查前，邮轮不得靠岸。与
此同时， 卫生部门正与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合作， 追踪
上一班次邮轮的另外大约2500
名乘客。

邮轮上近3500人 仅检测数十人

邮轮上乘客介绍，此次行程
中，老年乘客占绝大多数，年龄
在60岁至90多岁之间。对于筛查
工作，部分游客表示理解，也有
游客认为“小题大做”。

英国游客莎伦·莱恩说，不
知道邮轮最后获准停靠何处，担
忧情绪正在增加，特别是考虑到
老年乘客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

63岁的美国摄影师卡罗
琳·赖特通过短信告诉法新社记
者， 邮轮上的情况被夸大了，乘
客并未惊慌失措。

“上一班次邮轮有两个确诊
病例，他们（外界）的反应就好像
整艘邮轮上的人都感染了，”赖
特说，“我不担心。你看看（感染
或死亡）几率，我们的风险并不
高……如果我们被困在船舱太
久，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
道，“至尊公主” 号的遭遇不禁
让人联想起“钻石公主”号。一
些卫生专家担心， 如果筛查结
果确认更多感染病例， 防疫形
势更加严峻。

老年乘客居多 让人联想起“钻石公主”号

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美国东部时间5日零时，美国已
有23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加
85例，已有12人死于新冠肺炎。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尔
科·鲁比奥5日说，国会所在地出
现疫情只是“时间问题”，需要为
这种可能性做准备。

西方媒体认为，“至尊公主”
号事件进一步凸显美国防疫工
作挑战。

一是检测能力不足。英国广
播公司报道，美国联邦和地方政
府应对疫情准备不足，先后出现
确诊标准过高、检测延误和检测
试剂不足等问题。美疾控中心一
度规定，只有过去14天曾经到访
疫情地区或接触过确诊病例的
人才可申请接受检测，随后两次
放宽标准，将检测患者及确诊裁
量权下放至地方和一线医疗人
员。不过，生产可靠检测试剂的
技术困难迄今没有解决。

二是排查范围过小。《大西
洋月刊》报道，美疫情已进入“社
区传播”阶段，但当局应对策略
仍着眼于“防范输入”，疫情真实
规模可能比官方统计更大。英国
广播公司报道，在美国，接受新
冠病毒检测相关诊疗环节的费
用超过1000美元，没有医保的公
民和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移民
不愿到医院接受检测，增加遗漏
感染病例的可能。

美国国际开发署前署长杰
里米·科宁戴克5日接受消费者
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说，美国
现有新冠肺炎病例的官方数据
只呈现疫情的“冰山一角”。

三是协调成效可疑。英国广
播公司推断， 当前疫情已出现
“社区传播”，各地防疫、隔离等
工作可能由联邦、州、县不同层
级的不同机构负责，权责极其分
散， 严格隔离措施难以有效实
施。 ■据新华社

防疫挑战艰巨 官方数据只呈现“冰山一角”

全球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突破10万

3月5日，
在 伊 朗 德 黑
兰， 人们佩戴
口罩购物。

据伊朗卫
生部消息，截
至5日上午，伊
朗累计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数
已 升 至 3513
例，其中107例
死亡。

新华社 图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的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美国东部时间6日8时（北京时间6日
21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10万例，达到100113例。

韩国：6593例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6日下午发布
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时间6日0
时至16时， 韩国新增309例新冠肺炎
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6593例。

韩国中央事故处理本部副本部
长金刚立在6日上午召开的发布会
上表示， 政府计划到下周初继续扩
充生活治疗中心的数量， 增加收治
人数。

日本：398例

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
统计，截至当地时间6日21时（北京
时间20时），日本国内确诊新冠肺炎
病例累计达到398例（含包机归国
14例）。 另外日本厚生劳动省5日晚
已将“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病例调
整为696例。

伊朗：4747例

伊朗卫生部6日下午公布， 截至
当地时间6日上午，伊朗新冠肺炎新增
确诊病例1234例，累计病例升至4747
例，其中死亡病例124例，治愈91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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