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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情系军队、关注国防”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和居民参观消防中队，并为消防队员送上夏日清凉。 8月19日 南禅寺消防中队 梁溪区南禅寺街道妙光塔社区
28 “高温似我心”暑期高温慰问走访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社区青少年志愿者对社区内退役军人进行走访慰问，送去香囊及扇子。 8月21日 退役军人家 梁溪区汤巷社区

29 “走进军营、感悟军魂”--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志愿服务活动 8月 31604部队 新吴区江溪街道

30 “看望老红军、重温红色史”--赴干休所看望慰问老红军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到干休所看望慰问老红军，给他们送去夏日的清凉，聆听他们分享红色故事。 8月 无锡干休所 新吴区江溪街道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内容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实施单位

1 “军民一家亲、浓浓双拥情”慰问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活动 8月1日 退伍老兵、军人家中 江阴市长泾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支队组织各村（社区）志愿者走访慰问抗美援朝老兵、特殊困难军人以及部分退役军人及其家属，把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带到他们心中。

2 “迎八一、暖军心、双拥情”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开展文艺演出，慰问退伍军人，展示军民鱼水情。 8月1日 村委大楼会议室 江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葫桥村志愿服务队
3 “追忆峥嵘岁月、筑梦海天未来”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带领社区退役军人、夏令营营员一起参观远望2号船。 8月1日 远望2号船 江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环城东路社区志愿服务队
4 八一建军节优抚慰问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走访慰问退役军人，聆听他们分享红色故事。 8月1日 西渚镇五圣村委 宜兴市“五圣”志愿者服务队

5 “学做解放军”主题教育志愿服务活动 8月1日 西渚镇横山村部 宜兴市“宜养横山”志愿者服务队组织辖区内的青少年志愿者开展“八一建军节、学做解放军”亲子活动。邀请辖区退役军人给孩子
们讲述解放军保卫祖国、勇敢作战的英雄事迹。

6 “追忆峥嵘岁月、情暖退伍军人”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上门看望辖区内退役军人，为他们送上“光荣之家”荣誉牌，听他们分享红色故事。 8月1日 厚桥街道新厚桥村 锡山区厚桥街道新厚桥村

7 “八一”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活动 8月1日 军人家中 新吴区梅村街道泰伯三社区
组织志愿者走访慰问社区军人家庭，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问候，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
结一家亲”的良好社会氛围。

8 建军节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走访慰问退役军人，聆听他们分享红色故事。 8月1日 和畅社区玉兰西花园、玖玖城 经开区和畅社区
9 “慰问军属行、温情暖心间”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辖区青少年志愿者共同走访慰问军属，学习他们爱国奉献的精神。 8月1日 大窑路社区 梁溪区大窑路社区

10 “国防责任重、祖国在心中”拥军爱民共建志愿服务活动 邀请老兵联谊，开展慰问、送清凉志愿活动，聆听他们分享红色故事。 8月2日 惠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惠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1 “不忘峥嵘岁月、传承老兵精神”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走访慰问退役老兵，聆听他们分享爱国奉献故事。 8月3日 退役老兵家 经开区万科社区
12 “庆八一、送清凉”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走访慰问高龄退役老兵，送上夏日清凉，聆听老兵分享红色故事。 8月3日 退役老兵家 惠山区钱桥街道东风社区
13 健康义诊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为社区退役军人开展健康检查。 8月3日 花汇苑老年协会 滨湖区花汇苑社区
14 “参观红色基地、领略红色魅力”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带领辖区军人、居民参观党建基地，领略红色魅力。 8月4日 蓉湖村党建指导站 惠山区玉祁街道蓉湖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15 退役军人义诊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为小区退役军人、居民免费测血压、量血糖。 8月5号 府前锦苑居 江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新桥社区志愿服务队
16 酷夏送凉致敬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青少年志愿者慰问退役军人，学习聆听军旅故事。 8月6日 退役军人家 梁溪区黄巷街道前村社区
17 走访抗战老兵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青少年志愿者走访慰问社区抗战老兵，听老兵讲红色故事。 8月7日 梅荆一社区 新吴区梅村街道梅荆一社区
18 探望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探望慰问社区退役军人，并为他们理发、量血压、打扫卫生。 8月10日 退役军人家 惠山区钱桥街道苏庙社区
19 军营体验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参观军营内务，观看军体拳表演，参观飞机，并为“兵哥哥”送上节日慰问。 8月上旬 硕放机场 新吴区新安街道观湖社区
20 “拥军优属、铸牢钢铁长城”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走访驻地部队、慰问伤残革命军人。 8月上旬 部队营区、伤残军人家 滨湖区街道退伍军人服务站
21 小候鸟进军营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青少年志愿者体验军营生活，学习军体拳，看解放军叔叔叠被子，学唱军歌。 8月上旬 武警无锡支队 新吴区新安街道新安花苑第三社区
22 “心系优抚对象、关爱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慰问辖区优抚对象、退役军人，听他们讲军旅故事。 8月上旬 优抚对象、退役军人家 梁溪区沁二社区
23 走访抗战老兵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青少年志愿者走访慰问社区抗战老兵，听老兵讲抗战故事。 8月12日 抗战老兵家 惠山区阳山镇阳山村
24 “军爱民、民拥军”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社区青少年志愿者参观消防中心，体验消防战士的艰辛，给消防战士送去夏日慰问。 8月12日 消防中心 惠山区堰桥街道寺头社区
25 退役军人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对寨门村的退役军人进行走访慰问，关心关注他们的工作生活，帮助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8月15日 退伍军人家 锡山区锡北镇寨门村委

26 “听退役军人讲故事、不忘初心再出发”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活动 8月15日 联心社区 新吴区旺庄街道联心社区邀请退役军人讲述他们的初心故事，通过认真聆听老兵们参军入伍、荣立战功的故事，教育广大党
员干部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牺牲奉献精神。

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开展“走进军营，感悟军魂”活动。通过走进绿色军营，体验解放军严格有序的军
营生活，感受军人风采。

无锡市崇德乐善“一月一主题”公益活动
8月“拥军爱民”共建月活动项目

根据安排，崇德乐善“一月一主题”公益活动8月“拥军爱民”共
建月期间，我市将突出“军民团结一家亲、双拥共建做志愿”主题，广
泛开展文艺汇演、军民共建、军营体验、拥军宣讲、走访慰问等公益
活动。现将部分项目向社会公示，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联系电话：81820896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日电 乌
鲁木齐市疾控中心主任芮宝玲8月1
日表示，7月31日乌鲁木齐市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总数
较前几日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但全市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绝不能
有丝毫放松，绝不能掉以轻心。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8月1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芮宝玲表示，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
市民继续理解、支持、配合疫情防控，
严格落实居家管理措施。居家期间，
要多开窗、勤通风、勤洗手、定时消毒，
做好家庭清洁卫生，家庭成员要保持
一定安全距离，吃饭时应使用公筷公
勺。如果出现发烧、咳嗽、乏力等不适
症状，要及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

芮宝玲通报，7月31日0时至24

时，乌鲁木齐市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3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8
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7
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
7例。7月15日 0时至7月31日 24
时，乌鲁木齐市累计治愈出院确诊病
例16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
16例。

截至7月31日24时，新疆（含兵

团）现有确诊病例547例（危重症5
例、重症25例），其中乌鲁木齐市544
例、喀什地区1例（乌鲁木齐市输入）、
昌吉回族自治州1例（乌鲁木齐市输
入）、兵团 1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
109例，其中乌鲁木齐市107例、兵团
1例、昌吉回族自治州1例（乌鲁木齐
市输入）；尚有14540人正在接受医
学观察。

日本冲绳县7月31日宣布进入
紧急状态，因新冠疫情“爆炸性扩
散”，要求人们居家两星期，避免非必
要外出。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在新
闻发布会上宣布：“我们正在看到感
染的爆炸性扩散，我们宣布进入紧急
状态至8月15日。”

当天，冲绳县报告新增71例确
诊病例，为冲绳单日最高水平，当地
累计确诊为395例。

在冲绳，大约驻扎2万名美国军
人。冲绳确诊病例中，驻日美军有
248例，按玉城丹尼等日方官员说，
这令人“震惊”。 （新华社）

因疫情“爆炸性扩散”

日本冲绳进入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日内瓦 7月 31 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7月31日公布的新冠
疫情数据显示，全球单日新增病例数
超过29万，再创新高。

美国仍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自7月7日以来，美国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每天报告的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均超过5万例。

世卫组织说，有证据表明一些
国家病例激增的部分原因是年轻
人在北半球的夏季放松了对新冠
疫情的警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在7月 30日的例行发布会上
强调，在新冠疫情面前，年轻人并
不是“不可战胜的”，他们也会被感
染，可能会死亡，还可能把病毒传

染给其他人。
据新华社华盛顿 7月 31 日电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
员安东尼·福奇7月31日表示，未全
面“关闭”是导致近期美国新冠病例
激增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被问及为何欧洲能够有效
控制疫情而美国的病例却在持续
增加时，福奇表示，欧洲超过95％
的地区都切实实行“禁令”“居家
令”等措施。但反观美国，事实上
全美只有 50％的地区真正“关
闭”。他说，美国一些州未能严格
遵循白宫关于分阶段“重启”美国
经济的指导方针。

全球单日新增新冠病例数超29万再创新高

美国仍是疫情最严重国家

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9.53亿
今晚双色球第2020071期开奖，2

元可中 1000万元。本期号码预测分
析：上期和值为53点，大幅下滑，本期可
关注和值小幅回升，区间在80-105之
间。上期无落号开出，落号奖号连续8
期开出后出现隔断，本期关注2、4尾数
1-2枚落号开出。上期连号开出1组，
连号奖号连续3期开出，后期有走热趋
势，本期可关注二连号。上期蓝球开出
了号码15，本期关注1路号开出。

本期综合推荐（10+2）：01、05、08、
11、14、16、19、22、25、29+10、13。（仅
供参考）

新华社金边8月1日电 柬埔
寨自 7 月以来暴发基孔肯雅热疫
情。柬卫生部8月1日通报说，该国
已有12个省份发现基孔肯雅热病
例，共有超过1000人感染。

柬卫生部发言人奥万丁说，目前
累计有1020人确诊基孔肯雅热。“超
过80％的患者来自暹粒省、班迭棉
吉省、柏威夏省和磅湛省。”

基孔肯雅热是一种由基孔肯雅病
毒引起、以发热和关节疼痛为主要特
征的急性传染病，主要流行于非洲和
东南亚地区，由蚊子传播。柬卫生部
说，通常情况下，基孔肯雅热不致命，
大多数患者在一个星期内可以痊愈，
但如果患者同时患有疟疾、登革热或
脑膜炎，则可能死亡。卫生部建议民
众做好防护措施，避免蚊虫叮咬。

柬埔寨暴发基孔肯雅热疫情
超千人感染

美国政府7月31日说，美国与英
国、法国两家大型医药企业达成协
议，将由这两家企业向美国供应多至
1亿剂正在临床试验中的新冠疫苗。

路透社报道，这两家欧洲企业分
别是法国药企赛诺菲和英国药企葛
兰素史克。根据协议，美国政府将向
两家企业支付多至21亿美元采购足
够5000万人接种的疫苗，还保留另
外5000万剂疫苗的购买特权。这项
采购项目基于美国政府的“环速飞奔
项目”，旨在2020年年底前快速将一
种新冠疫苗投入市场。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
历克斯·阿扎7月31日宣布这项采购
协议时说，这次采购为美国疫苗后备

提供支持，这种赛诺菲和葛兰素史克
联合开发的疫苗正在临床试验，有望
为上千万美国人提供安全有效的制
剂。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7月
31日预测，到8月22日前，美国累计
死亡病例将在16.8万至18.2万例之
间，预示新冠死亡病例将在数个州快
速上升。

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
协调员德博拉·伯克斯曾说，新冠病
毒正从南部州向中西部转移，俄亥
俄、肯塔基、田纳西、密苏里、堪萨斯
和内布拉斯加风险比较高。

路透社报道，自6月以来，美国
新冠死亡人数以最快速度增加，在7

月29日，几乎每分钟都有一名美国
人死于新冠。

由美国莫德纳公司与美国国家
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合作研发的
新冠疫苗mRNA－1273已于7月27
日开始三期临床试验，试验将招募约
3万名未感染新冠病毒的健康成年
志愿者参与。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所长、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
要成员安东尼·福奇表示，截至7月
30日，已有25万人注册表示有兴趣
参与临床试验。他说，新冠疫苗面世
后，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能马上接种，
可能会分阶段实施接种计划。

（新华社）

旨在年底前快速投入市场

美国从英法订购1亿剂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31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亚欧地区记者报道：俄罗
斯政府主办的疫情信息网站31日开
设“新冠疫苗”专栏，集中介绍疫苗研
发进展。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依然维持
高位的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将加
大抗疫力度。据俄防疫指挥部31日
消息，过去24小时俄新增确诊病例
5482例，累计确诊839981例，累计死
亡13963例，累计治愈638410例。

俄政府主办的“遏制新冠病毒”网
站31日开辟了“新冠疫苗”专栏，集中
展示俄研制新冠疫苗的进展和成果，
并向民众普及新冠疫苗研发和接种知
识。专栏消息显示，俄“矢量”国家科
学中心7月27日开始对一种新冠疫
苗展开临床试验。

俄推动疫苗研发
开辟专栏展示研制进展成果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者1
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近
期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在中央统筹部
署和指挥下，国家卫健委迅速组建“内
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拟近期赴香港开
展工作，协助特区政府抗击疫情。

据了解，首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
队”由广东省卫健委从省内20余家公
立医院选派约60名临床检验技术人
员，其中7名“先遣队”队员将于8月2
日赴香港协助开展实验室工作。“内地
核酸检测支援队”队长来自广东省卫
健委，曾担任广东省支援武汉医疗队
总指挥，这是首批中央政府派出支持
香港抗疫的内地专业队伍。国家卫健
委后续将根据香港特区抗击疫情需
要，随时调集内地医疗资源给予更多
支持。

同时，国家卫健委也已组建“内地
方舱医院支援队”，由湖北省武汉市选
派6名有方舱医院实战经验的专家，
包括医院院长，以及院感、护理、建筑
和设计专家，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
改建为方舱医院提供设计、运营和管
理经验的技术支持。

协助抗击疫情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赴港

8月1日，观众在参观抗疫主题美术作品展。当日，“众志成城——抗疫主题美术作品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
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创作的美术作品近200件（套），艺术形式涵盖国画、油画、版
画、水彩画、宣传画、连环画、雕塑、书法、篆刻及工艺美术作品，全面生动地刻画了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艰辛历程以
及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伟大抗疫精神。 （新华社发）

抗疫主题美术作品亮相国博

新增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 总数出现下降

乌鲁木齐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