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院出怪招招徕顾客袁波兰观众坐上飞机看电影遥 7 月 25 日袁波兰皮瓦袁
当地民众坐在一架架停泊着的老式飞机上看电影曰大银幕上袁电影叶挚爱枭雄曳
正在播放遥 这是世界上第一家以飞机作为座位的电影院遥

一个国际团队 28 日在英国
期刊叶自然窑微生物学曳发表报告
说,新冠病毒可能在 40 至 70 年前
从与之关系最紧密的蝙蝠病毒中
分化出来, 这意味着产生新冠病
毒的病毒谱系可能已在蝙蝠中传
播几十年了遥

深入了解新冠病毒的演化历
史有不小难度, 因为不同病毒之
间会交换遗传物质而重组, 病毒
基因组亚区可能起源于不同的祖
先 遥 已 有 的 研 究 将 蝙 蝠 病 毒
RaTG13 鉴定为与新冠病毒关系
最密切的病毒, 也有研究在穿山
甲体内发现了相似的冠状病毒遥

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尧英国爱丁堡大学尧中国香港大
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基于乙型冠
状病毒支系 B(新冠病毒所属的冠
状病毒亚属)的基因组数据,分析
了新冠病毒的演化历史遥

研究人员采用了 3 种方法来
鉴定未经历重组的以及可用于重
构病毒演化历史的新冠病毒区
域遥 所有方法均表明,RaTG13 和
新冠病毒拥有共同的单一祖先谱
系,估计新冠病毒分别于 1948 年尧
1969 年和 1982 年从乙型冠状病
毒支系 B 中的蝙蝠病毒中分化出
来遥

这项研究还得出结论, 虽然
新冠病毒和穿山甲携带的有关病
毒拥有一个共同祖先, 而且穿山
甲可能在新冠病毒从动物传给人
类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
穿山甲不大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中
间宿主遥

研究人员认为 ,新冠病毒分
化时间长 , 表明可能存在未取
样尧具有潜在传染力的蝙蝠病毒
谱系遥 同时,蝙蝠病毒谱系中病
毒重组的现有多样性和动态过
程,证明了要事先鉴定出有可能
引发重大人类疫情的病毒相当
困难遥 毛顺

英国媒体 28 日报道袁英国政
府考虑改进新冠病毒检测流程袁
正探寻多种野巧妙检测冶方案袁以
缩短部分入境旅客 14 天的自我
隔离期遥

英国叶卫报曳报道袁伦敦大学
卫生和热带医学院一项数学建模
研究显示袁 与既不隔离也不检测
相比袁 让来自高风险地区旅客先
自我隔离 8 天尧 第 7 天时接受新
冠病毒检测袁按照 24 小时内反馈
结果估算袁 可把携带病毒进入社
区的人数降低 94%遥

照此检测方法袁 入境隔离期
可从目前的 14 天几乎减半遥 研究
模拟入境旅客自我隔离至少 5 天
情境袁 显示这样做对遏制病毒传
播野高度有效冶遥 如果在第 5 天检

测隔离者袁 让结果呈阴性人士次
日结束隔离袁 也能把病毒传播风
险减少 88%遥

研究由英国紧急情况科学咨
询小组成员约翰窑埃德蒙兹领衔袁
尚未经过同行评议遥

英国叶泰晤士报曳报道袁另一
种方案正由主营医疗救助的家族
企业柯林森集团与英格兰公共卫
生局磋商袁 打算为伦敦希思罗机
场的到港旅客提供咽拭子检测遥
旅客随后需上报自我隔离两周的
地点袁 并在入境后 4 到 5 天时再
次接受检测袁 以防无症状感染者
野漏网冶遥 检测结果 7 小时内可得
出袁这同样可缩短隔离期遥

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袁 暂无
法判定哪种方案更优遥

英国雷丁大学病毒学教授伊
恩窑琼斯还向叶卫报曳介绍一种野间
隔检测冶方案袁即隔离期间每隔 1
天检测 1 次袁 连续 3 次结果呈阴
性者可结束隔离遥 入境旅客第 1
天即接受检测袁 第 3 天和第 5 天
再接受检测后袁 也有望 7 天内结
束隔离遥

英国政府 25 日突然收紧对
自西班牙入境人士的防疫措施袁
要求这些人必须隔离 14 天袁致旅
游业和度假者陷入混乱遥

首相鲍里斯窑约翰逊 28 日确
认袁 政府正探寻缓解这一隔离政
策冲击的方法袁 将尽力确保科学
野为帮助旅客和度假者发挥作
用冶遥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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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韩国一家评估企业经营状况
的网站 29 日发布数据显示, 受新冠
疫情影响,韩国大型企业 2 月至 6 月
期间裁掉将近 1.2 万名正式员工曰22
个行业中, 有 15 个行业在 2 月至 6
月裁员遥

绎英国 叶金融时报曳28 日报道,
美国莫德纳公司打算以每两剂 50
至 60 美元 (约合 350 至 420 元人民
币)的价格向政府出售这家企业正在
研制的新冠疫苗, 两剂为一个疗程遥
一名了解洽谈情况的人士说,疫苗最
终价格还没定遥

绎截至 7 月 23 日, 全国共受理
退役士兵社会保险补缴约 290 万人,
完成初审 276 万余人,养老保险补缴
工作已办结近 233 万人遥 入伍时未
参保的袁 入伍时间视为首次参保时
间遥

绎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积极促
进出口退税提速增效,上半年全国累
计办理出口退免税 8128 亿元, 有效
减缓出口企业资金压力,降低出口企
业资金成本遥 据统计,截至 6 月底,全
国已有近 2.5 万户出口企业享受到
了此项政策红利遥

绎香港将启用社区隔离设施袁
接收新冠肺炎轻症患者遥 随着香港
新冠肺炎疫情近日出现急剧变化,医
管局的负压病床使用率已达约七
成袁 因此医管局决定启用鲤鱼门公
园度假村遥 医管局介绍,度假村接收
的病人一般是 50 岁以下, 有独立自
理能力尧病情稳定尧已退烧尧无须吸
氧以及不需要服用抗病毒药物的病
人遥

绎日本政府日前在首相官邸召
开了教育再生实行会议袁 会议讨论
的主题为 野后新冠时代的新教育方
式冶遥 该会议预计将于明年 5 月汇总
具体提案交给政府遥

绎韩国政府将拨款 507 亿韩元
渊约合 3 亿元人民币冤 用于资助 32
家防务企业袁 以促进本国军工产业
发展遥 这一资助计划涵盖三类企业遥
第一类是研制武器零部件的 11 家
中小型企业曰 第二类是有意进军海
外市场的 8 家企业袁曰第三类是正谋
求进入军工产业的 13 家中小型企
业遥

绎德国最大商业银行德意志银
行 渊德银冤29 日发布的财报显示袁今
年上半年德银实现净利润 1.26 亿欧
元袁而去年同期亏损 29.5 亿欧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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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谱系
可能已在蝙蝠中传播几十年

英国为缩短入境隔离期
考虑“巧妙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