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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记者张骁）在 21 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新闻发言人高小俊介绍，为储备和加强北京市核酸检测力量，实现在
更多人群中开展核酸检测目标，国家卫健委近期从湖北、辽宁等地抽调
人员，组成 10 支队伍共 212 人支援北京 10 家医院核酸检测工作。

高小俊表示， 10 支检测队伍人员将陆续抵京开展工作，人员和
设备全部到位后，预计每天可为北京市提供约 3 万个样本的核酸检
测能力。

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记者刘欢
石龙洪） 18 日至 2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进
行了审议。多位内地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该法律草案兼顾两地差异，方向正确、
理念清晰、内容科学，依法构筑起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屏障，必将对消
除过去一个时期内香港发生的种种乱象，确
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一国两制”事业行
稳致远起到极为正面的作用。

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周叶中认为，法
律草案以宪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为依
据，有力贯彻《决定》相关内容，形成了一
套符合《决定》授权要求的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决定》内容的全
面展开、充分贯彻和具体落实。

草案共分 6 章 66 条，除总则和附则
外，分别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职责和机构，罪行和处罚，案件管
辖、法律适用和程序，中央人民政府驻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周叶中
说，这部立法体现了综合性立法的模式，
是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的有机结合，
能够有效实现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现实需要的
“全覆盖”，有效形成规范合力、加强制
度协调、避免制度冲突，以最低的立法成
本产生最大的立法效益，能够有效应对复
杂严峻的香港形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
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韩大元说，相关
法律草案起草过程中，通过多种形式听取了
各方意见。法律草案文本形成后，有关方面
专门就案文征求了香港特区政府和有关人士
的意见，本着能吸收尽量吸收的精神，对法
律草案文本做了反复修改完善。

他指出，法律草案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维
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
香港特区居民根据基本法和有关国际公约适

用于香港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坚持依照法律
定罪处刑、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
假定无罪、保障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等重要法治原则，无疑将更好保障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
建认为，研究起草有关法律过程中，注意把
握、遵循和体现了坚定制度自信、坚持问题
导向、突出责任主体、统筹制度安排、兼顾
两地差异等原则，着力处理好本法与国家有
关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的衔接、
兼容和互补关系，充分体现中央对“一国两
制”的尊重，充分展现中央在维护国家安全
上的决心和信心。

在张建看来，草案不仅有宏观的指导
性条款，还有非常细致的要求，明确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
相关机构及其职责，对相关案件从立案侦
查、检控、审判和刑罚的执行均作出规
定，明确相应职责，有助于避免执法过程中
出现推诿或法律执行不到位的状况。法律通

过实施后，将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形成
震慑，堵塞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
律漏洞。

周叶中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将
大大改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制
度的实施现状，为香港逐渐形成新的、更
加稳定的政治生态提供有效保障。这部法
律的实施及其强有力的执行机制会大大震
慑反中乱港分子，达到有效预防危害国家
安全的犯罪行为、有序惩治危害国家安全
的犯罪分子、有力遏制外部势力干涉中国
内政妄图搞乱香港的目的，有效实现香港
长治久安，还香港一片安宁。

韩大元认为，立法在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有力保障宪法和
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切
实保障香港社会的法治基础。从国家层面
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是对“一国两
制”制度体系的发展完善。国家安全的底
线愈牢，“一国两制”的空间愈大，香港
的前景愈美好。

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20 日电（记者陈
俊侠）新冠疫情仍在多国肆虐，而北半球
即将迎来的夏季热浪将使脆弱人群面临更
高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不
久前召开专家视频会议，指出新冠疫情和
今夏热浪对健康不利影响的叠加将给疫情
防控与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新挑战，提醒各
国高度重视、做好今年疫情下的热浪应
对。

此前曾有一些猜测认为，夏季高温可
能延缓新冠病毒的传播。但世卫组织表
示，最近的一些研究并未发现温度、湿度
和紫外线辐射等气象要素与新冠病毒传播
有显著关联。因此专家指出，即使炎热的
夏季到来，人们仍要对新冠病毒保持高度

警惕，尤其是在湿热环境中，新冠病毒的
传播风险依然存在，更需认真遵守防控各
项措施。

“UNDRR/ISC 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
划”的国际计划办公室高级科学顾问、世界
气象组织天气与减灾服务司前司长汤绪在
日内瓦接受采访时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
景下，今年夏季热浪强度会增大，持续时间
会变长，发生的频率也会增加，因此，要综合
考虑热浪对民众健康的影响及其给疫情防
控带来的新挑战。

那么，该如何做好防护以应对疫情和
热浪的双重挑战呢？专家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合理佩戴口罩。佩戴口罩是阻
断新冠病毒传播的有效途径，然而在炎热

环境下佩戴口罩将增加中暑风险。专家表
示，在户外通风良好并保持足够社交距离
的情况下，可以不戴口罩，尤其在户外运
动时。但在人员密度较大的区域特别是室
内公共场所或安全社交距离无法保障的情
况下，仍需戴口罩。公众在夏天选用口罩
时，可以考虑一些较舒适的医用口罩。

第二，科学使用空调。热浪袭来，使用空
调不可避免。如果过分担忧新冠病毒的传播
而不使用空调，会导致中暑等健康危害，但
过度使用空调也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而
更容易感染疾病。专家表示，使用家用空调
的民众需做好空调的消毒，不宜使室内温度
低于 26 摄氏度，并注意勤开窗通风换气；
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公共场所和办公

场所，也应安全使用中央空调通风系统并
做好公共场所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

第三，关注易感人群。 65 岁以上
老年人是易感新冠病毒和易受热浪影响
的人群，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亡率和中暑
的风险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此
外，患有心血管疾病、肺部疾病、肾脏
疾病、糖尿病、肥胖症等慢性基础疾病
的人群，露天作业者，医护工作者和社
会服务保障人员，孕妇等，尤其需要做
好防护。

公共卫生专家建议，公众应尽量避免
在热浪期间外出，户外作业尽量在阴凉处
并注意及时补充水分；注意保持居住和工
作环境的凉爽；确保与处于隔离或独居状
态的易感人群保持有效联系，一旦出现中
暑反应能及时救助；保障穿戴防护装置的
医护工作者和社会服务人员处于凉爽的
工作环境等。

湖北辽宁等地

10 支队伍共 212 人进京

支援核酸检测工作

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记者张骁）在 21 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表示，截至 6 月 20 日，北京市核酸检测机构从
98 所扩至 124 所，日最大检测能力从 10 万份提升到 23 万份以上。

高小俊介绍，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市注重核酸检测能力
提升。1 月中旬，北京市 17 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均具备核酸检测能力。
2 月上旬，有 10 所三级医院具备核酸检测能力。3 月至 4 月，北京市核
酸检测机构数量逐步增加，到 4 月底已有 61 所机构可以开展检测，日
检测能力达到 4 . 7 万份。进入 6 月上旬，北京市核酸检测机构已达到
98 所，日检测能力达到 10 万份。

高小俊说，新发地批发市场发生疫情后，北京市迅速提升核酸检测
能力，截至 6 月 20 日，核酸检测机构从 98 所扩至 124 所，日最大检测
能力从 10 万份提升到 23 万份以上。124 所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有 20 所，二、三级医院有 73 所，医学检验实验室有 31 个。如采用
5：1 混检，每日可检测近 100 万人。

北京：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

提升到 23 万份以上

新华社新德里 6 月 21 日电（记者赵旭）印度
卫生部 2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该国较前一日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5413 例，累计确诊病例达
410461 例，累计死亡 13254 例， 227756 例治
愈。

印度累计确诊病例数在 6 月 3 日突破 20 万
例，半个多月时间里确诊病例总数翻了一番。其
中，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病例数增速明显
放缓，但泰米尔纳德邦和首都新德里病例数增长迅
速。截至当地时间 21 日 13 时（北京时间 21 日 15
时 30 分），新德里已累计确诊 56746 例，成为印

度国内确诊病例第二多的城市，并有反超孟买之
势。

21 日是第六个国际瑜伽日，不过当天的庆
祝活动因疫情影响改为以视频形式举行。印度总
理莫迪当天上午向全国发表视频讲话，鼓励民众
练习瑜伽增强免疫力，抗击疫情。

印度民航部 16 日表示，政府已开始考虑 7
月中旬恢复国际商业客运航班，届时国内航空运
输量预计将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一半左右。预计
今年年底前，印度将恢复境内所有商业航班。

印度确诊病例突破40万 新德里疫情恶化

形成强大震慑力量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 内地权威专家解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

疫情和热浪叠加 今夏该如何防护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20 日 10 时（北京时间 20 日 16 时），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138980
例，达到 8525042 例；死亡病例较前一
日增加 6271 例，达到 456973 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北
京时间 21 日 6 时 33 分，全球确诊病例
达 8750272 例，死亡病例为 463225
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
病例达 2250240 例，死亡病例为 119654

例。

新闻事件

德国北威州一家肉联厂近日发生新冠
病毒聚集性感染事件，截至 20 日下午，
确诊感染人数上升至 1029 人。当地官员
说，疫情主要发生在该肉联厂内部，未向
当地居民扩散。

法国政府 20 日宣布，随着新冠疫情
逐渐好转，对国内大型集会的限制也将逐
步放松，集体类体育赛事从 7 月 11 日起
可以重启，各体育场馆最多可以允许

5000 名观众入场观看比赛。
俄罗斯卫生部长穆拉什科 20 日表

示，俄研发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已经开
始，如果顺利，首批俄制新冠疫苗有望在
今年秋季出产。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 20 日宣布，自 21
日 6 时起，沙特全国所有地区和城市将
完全解除宵禁。

伊拉克 20 日报告的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数和新增死亡病例数均创该国疫情暴发
以来新高。伊拉克卫生部官员说，目前该
国新冠疫情仍然可控，但如果未来数天单

日新增病例数继续攀升，伊拉克将面临
危险的防疫形势。

涉华动态

19 日，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援塞内加尔儿童医院第三期技术援
助项目组向贾姆尼亚贾儿童医院捐赠了
包括普通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在内的一批防疫物资，以及儿童医院紧
缺的一批医疗设备。

（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

20 日全球疫情简报：

德国肉联厂感染人数过千 俄制新冠疫苗有望今秋出产

 6 月 2 1
日，巴勒斯坦警察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
希伯伦一处检查点
与司机交谈。

连日来，巴勒
斯坦疫情继续反
弹，约旦河西岸的
希伯伦和纳布卢斯
是 疫 情 “ 重 灾
区”。为应对疫情
继续反弹，巴勒斯
坦总理阿什提耶
20 日晚宣布，开
始部分恢复先前实
行的严格防控措
施。

新华社发
（马蒙·沃兹

沃兹 摄）

巴勒斯坦开始部分恢复严格防控措施

科普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20 日电（记者邓仙来 孙丁）今年 3
月中旬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20 日举
行美国新冠疫情暴发后首场竞选集会。

数万人参加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举行的这一集会，特朗
普发表长约 1 小时 40 分的演说。其内容涉及新冠疫情和近来遍
及全美的反暴力执法、反种族歧视抗议示威，军队现代化和改善
老兵待遇，减税和放松监管等经济政策，外交和移民政策等方面。
特朗普在宣扬自己在上述方面取得成就的同时，还讽刺民主党在
相关领域主张错误，抨击对他进行“负面报道”的美国媒体。

当天竞选集会开始前不久，特朗普竞选团队证实， 6 名
参与筹备集会的团队成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白宫曾表
示，集会现场将为到场观众提供口罩，但不强制佩戴。记者从
电视直播画面看到，在特朗普身后就座的观众中几乎没有人佩
戴口罩。

近几周来，包括俄克拉何马州在内，美国约 20 个州日均新
增确诊病例呈现上升势头。随着美国各州均已不同程度重启经
济，公共卫生专家警告，美国疫情形势将持续严峻。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20 日晚，美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已超过 225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接近 12 万例。

美国总统选举四年一度， 2020 年总统选举定于 11 月 3
日举行。届时，特朗普将与已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美
国前副总统拜登角逐下届总统。

特朗普举行美国新冠疫情

暴发后首场竞选集会

新华社伦敦 6 月 21 日电(记者杨晓静 张代蕾)英国警方
21 日发表声明说， 20 日晚在英格兰南部城镇雷丁市发生的持
刀袭击事件为恐怖行为。

声明说，一名 25 岁男子因涉嫌谋杀于 20 日晚被捕，目
前仍被警方拘留。警方初步调查并未查清此人行凶动机。反恐
警察将接手相关调查。

警方负责人约翰·坎贝尔说，警方将继续在案发地周围部
署警戒线，以进一步调查这起事件。

英国首相约翰逊 20 日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对这一恶性事
件表达关切。

20 日晚，雷丁市一座公园内发生持刀袭击事件，多人被
一持刀男子袭击，已造成 3 人死亡、 3 人重伤。

英警方宣布雷丁市

持刀袭击事件为恐怖行为

▲ 6 月 21 日，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磁浮试
验线上试跑（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磁浮试验线上成功试跑，标志着
我国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研发取得重要新突破。 新华社发

新华社巴黎 6 月 20 日电（记者肖亚卓）法国政府 20 日
宣布，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好转，对国内大型集会的限制也
将逐步放松，集体类体育赛事从 7 月 11 日起可以重新回归，
各体育场馆最多可以允许 5000 名观众入场观看比赛。

这项新政策意味着法国杯或法国联赛杯决赛有望成为自欧
洲足坛“重启”后，首个有观众现场观赛的赛事。

虽然本赛季的法甲联赛已经提前结束，但这两场杯赛决赛
依然处于“待定”状态。根据法国足协和法国职业联盟此前的
消息，这两场比赛将被安排在 7 月底举行。其中，法国杯决
赛对阵双方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和圣埃蒂安队，联赛杯决赛同样
有“大巴黎”的身影，但对手换成了里昂队。

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法国政府还表示 7 月中旬会对疫
情状况再次进行评估，以此来决定是否在 8 月份进一步放宽
限制。

▲ 6 月 20 日， 2019-2020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 CBA ）复赛第一阶段拉开战幕，为疫情防控的需要，本次
复赛分别在青岛和东莞以空场方式举行。虽然不能有球迷和观
众到现场助威，但是赛事主办方通过赛场布置、网上直播、球
迷互动等形式营造出线上线下“热烈”的观赛氛围。

这是广东东莞银行篮球中心内赛场边的玩偶“观众”（ 6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梁旭 摄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

法国对体育赛事“松绑”
7 月 11 日起可允许 5000 名球迷入场观赛

CBA 复赛第一阶段：“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