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日内瓦 11 月 26 日电
（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 26 日
将最新报告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B.1.1.529 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
毒株，并以希腊字母“奥密克戎”

（Ο）命名，要求各国加强监测和测
序工作。

世卫组织当天就该毒株举行专
门评估会议后表示，这一最新变异
毒株11月9日在南非被首次确认，
24 日首次报告给世卫组织。从流
行病学上看，最近几周南非的新冠
感 染 率 急 剧 上 升 ，与 检 测 到
B.1.1.529变异毒株的情况吻合。

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

一变异毒株有大量突变，其中一些
突变令人担忧。”初步证据显示，与
之前其他“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相
比，B.1.1.529毒株可能导致人们二
次感染新冠的风险增加，这看起来
也与目前南非各地感染 B.1.1.529
毒株的病例数有所增加相符。

世卫组织表示，B.1.1.529 变异
毒株被检测出的速度比以往造成感
染激增的其他变异毒株都快，表明
这一最新变异毒株可能具有生长优
势。

世卫组织呼吁各国加强对所有
仍在流行的新冠变异毒株的监测和
测序，向公开数据库提交完整的病

毒基因组序列和元数据，并向世卫
组织报告与任何“需要关注”的变异
毒株有关的初始病例或病例集群。
同时，世卫组织还建议开展国际协
作，通过实地调查和实验室评估，更
好地了解“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各
方面的影响。

据世卫组织定义，“需要关注”
的变异毒株是指在全球公共卫生层
面已被证明出现以下一种或多种变
化的毒株：传播性增加或流行病学
上的有害变化，毒性增加或致病的
临床表现变化，公共卫生和社会措
施或现有诊断方法、疫苗、治疗方法
的有效性降低等。

世卫组织将B.1.1.529列为
“需要关注”的新冠变异毒株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
一些国家近日报告了新冠病毒新型
变异毒株B.1.1.529，世界卫生组织
26 日将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
毒株，并以希腊字母“奥密克戎”

（Ο）命名。为防范这一新型毒株入
境和扩散，多国对非洲南部地区的
航班和旅客实施入境限制，并升级
防控措施。

加拿大政府26日宣布，从当天
开始禁止在过去 14 天内到过非洲
南部 7 国的外国人进入加拿大，并
禁止这 7 个国家的航班进入加拿
大。这 7 个国家包括南非、莫桑比
克、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
莱索托和斯威士兰。

欧盟 26 日决定启动“紧急刹
车”机制，暂停往返上述非洲南部7
国的航班。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
发表声明说，变异毒株可能会在几
个月内传遍全世界。欧委会向欧盟

各成员国提议，暂停欧盟与非洲南
部7国以及其他有感染病例的国家
之间的旅行。欧盟轮值主席国斯洛
文尼亚26日晚在社交媒体证实，欧
盟国家代表当天下午召开紧急会
议，同意启动“紧急刹车”机制。

比利时卫生大臣弗兰克·范登
布鲁克26日证实，该国确诊一例新
型变异毒株感染者。这名确诊者有
国外旅行史，11 日到比利时，22 日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尽管这名确
诊者并没有到过非洲南部地区，但
当天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在全国协商
委员会会议后宣布，比利时将很快
按照欧盟委员会的建议，停飞往返
非洲南部地区的航班。

以色列卫生部 26 日也宣布该
国发现首例新型变异毒株感染者以
及两名疑似感染者。以色列政府当
天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非洲中部和
南部地区所有国家为“红色区域”，
禁止来自这些国家的人员入境，该

决定立刻生效。另据《耶路撒冷邮
报》26 日报道，以色列可能会关闭
该国唯一的国际机场本·古里安机
场，禁止外国人入境。

欧洲疾控中心 26 日发布评估
报告说，根据现有基因数据，新的变
异毒株风险为“高”，它拥有新冠大
流行以来检测到的数量最多的变
异，由于它可能大大降低疫苗的有
效性，增加重复感染的风险，因而引
起人们严重关切。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格雷格·亨
特27日宣布，澳政府将实施额外的
边境安全措施，其中包括暂停来自
9 个非洲国家的航班。“暂停令”预
计持续 14 天。新的安全措施还规
定，如果不是澳公民或永久居民，在
过去 14 天到过这些国家的人将暂
时不能入境。

（参与记者：潘革平 吕迎旭
尚昊 李骥志 林浩 李保东 岳
东兴 白旭）

多国实施国际旅行限制
防范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扩散

▲11月26日，在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的
布鲁兹吉边境检查站附近的难民聚集区，白
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难民见面。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26 日与滞留在
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的难民见面，并敦促欧
盟尽快解决边境难民问题。新华社／白通社

白俄罗斯总统敦促欧盟
解决边境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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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消息称，“微信、支付宝收

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收款二维
码到底还能不能用了？记者27日独
家从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获悉，该
说法系误读。使用“码牌”或者打印
封装的二维码的商户，需要向收款服
务机构（如微信、支付宝等）申请转为
商用收款码，但消费者日常支付体验
和感受不会受到影响。

人民银行有关人士给记者打了
个比方：如果消费者在早点摊购买煎
饼果子习惯用手机支付，仍然可以用
扫码等方式付款，没有任何变化。如
果卖菜的商贩此前就已经使用经营
收款码收款，也不受任何影响。

10月，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

关业务管理的通知》对收款条码支付
提出一系列管理要求，一些人却对部
分内容产生了误读。

记者从人民银行有关部门了解
到，此前一些商户收款使用“码牌”或
者打印封装的二维码，此类“个人静
态收款条码”收款安全性较低，容易
被犯罪分子利用，需要向收款服务机
构（如微信、支付宝等）申请转为商用
收款码。另外，按照相关要求，不得
通过个人收款条码为具有明显经营
活动特征的个人提供经营活动相关
收款服务。至于哪些用户属于“具有
明显经营特征”，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标准。

通知将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人民银行有关人士表示，在相关

要求实施之前，支付服务机构必须要
全面、充分评估客户正常支付需求，
制定配套服务解决方案，确保服务成
本不升、服务质量不降。收款服务机
构有义务免费为商户提供商用收款
码，商户只需要提供必要的身份核实
信息。

人民银行表示，在公安机关会同
金融管理部门开展的相关案件调查
中发现，使用出租出售的个人收款
码、改造支付受理终端、申请虚假商
户等是犯罪分子常用手段，给许多个
体商户带来资金损失。央行此次出
台相关要求，正是为了加强行业管
理，堵住漏洞，斩断非法链条，更好地
保障个体商户资金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收款二维码还能不能用了？
央行最新权威解读来了！

□新华社记者 吴雨

◆山西首批碳减排项目贷款落地 近
日，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建设银行山西省分
行发放了 4 笔碳减排项目贷款共计 3.54 亿
元，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05％，将带动年度碳
减排量5.49万吨。这也是山西省发放的首批
碳减排项目贷款。

◆广州灵活就业人员可参加住房公积金
缴存 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广州灵
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与公积金缴存，享受公
积金制度红利。

◆陕西立法保护传承发展秦腔艺术 陕
西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26日通过了《陕西省秦腔艺术保护传承发展
条例》，对秦腔艺术的保护传承、人才培养、创
新发展和保障措施等进行规范。

◆中科大获批设立量子科技博士点 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日前该校的量子科
学与技术博士学位授权交叉学科通过国家审
批。这个量子科学与技术方向的博士学位授
权点，标志着该校在量子科技领域的学科建
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迈入系统布局、成熟发
展的新阶段。

◆犯罪嫌疑人周焯华及涉案人员被澳门
警方带走调查 澳门特区警方根据之前刑事
侦查所获的证据，27日依法将犯罪嫌疑人周
焯华及其他涉案人员带回警局调查。

均据新华社

◆新型变异新冠病毒触发金融市场大幅
震荡 受南非等国报告新型变异新冠病毒等
利空消息影响，26 日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
荡，全球主要股指、大宗商品价格显著下跌。

◆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因疫情
再度推迟 世界贸易组织27日凌晨宣布，原
计划于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瑞士日内瓦
举行的第 12 届部长级会议因疫情将再次推
迟举行，新的会议日期目前仍不确定。

◆乌克兰边防部队在乌白边境地区举行
演习 据乌克兰国家边防局网站27日消息，
作为强化边境管控特别行动的一部分，乌边
防部队当天在乌东北部与白俄罗斯接壤的切
尔尼戈夫州举行了演习。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