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2日电（记
者谭晶晶）美国强生公司12日宣布，由
于一名受试者出现“无法解释的疾病”，
公司决定暂停由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
发的一款新冠候选疫苗的临床试验。

强生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
将暂停该疫苗的所有临床试验，包括
9月底启动的3期临床试验。目前，
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以及强生公司相
关专家正在调查和评估这名受试者
的患病情况。

声明说，疾病、意外等不良事件是
任何临床研究尤其是大规模临床研究
可能出现的情况。杨森制药开展的所
有临床研究都有预设准则，可确保一

旦发现与在研疫苗或药物相关的意外
严重不良事件时能够暂停研究，待调
查清楚后再决定是否重启研究。

声明还说，临床试验中，严重不良
事件并不少见；在涉及大量参与者的
临床试验中，可以合理预期严重不良
事件可能增加。此外，由于许多临床
试验是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受试者究
竟是接受了试验性治疗还是安慰剂通
常也无法立即明确。

此次被暂停临床试验的新冠候选
疫苗是一种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3期
临床试验于9月23日启动，计划在全球
招募约6万名成年志愿者，在美国及世
界其他地区的大约215个地点展开。

强生公司宣布暂停其新冠疫苗临床试验

印度经济
将萎缩 10.3%

具体来看

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萎缩5.8%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萎缩3.3%

其中

美国经济
将萎缩4.3%

欧元区经济
将萎缩8.3%

日本经济
将萎缩5.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3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
中国经济将增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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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3日电（记者许缘 高攀）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13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
随着经济逐步重启，全球经济正走出低谷。中国作为重要贡
献者，帮助全球贸易自6月份起复苏。但由于部分地区疫情
蔓延加速，很多经济体自8月起放慢经济重启步伐。

IMF认为，疫情带来的衰退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全球经济复苏前路漫长且易受挫折。2021年全球经济虽有
望增长5.2%，但与6月份预测相比下调了0.2个百分点。

报告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IMF
预计中国经济将在今年增长1.9%，较6月预测上调了0.9个百
分点。同时，中国经济有望在2021年持续增长，增幅达8.2%。

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表示，全球经济正
从上半年崩溃深渊中有所回升，但危机远未结束。她呼
吁，全球各经济体不要过早收回财政和货币支持政策，以
确保经济持续复苏。

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萎缩4.4%

主要经济体唯有中国实现正增长

除佛罗里达州的竞选活动，特朗普
本周日程还包括13日宾夕法尼亚州、
14日艾奥瓦州和15日北卡罗来纳州的
竞选活动。

特朗普竞选团队高级顾问史蒂夫·
科尔特斯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特朗普

“已经准备冲刺”。
距离11月3日美国总统选举日仅剩

大约3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与民
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都在抓紧时间开

展竞选活动，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
拜登12日在俄亥俄州出席竞选活

动，这一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迈克·德
瓦恩。多家媒体报道，拜登正试图从共
和党票仓中“分流选票”。

拜登竞选团队当天发表一份声明
说，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自
特朗普确诊感染以来，拜登多次接受检
测，结果都是阴性。

包括民主党人在内的不少人士12

日批评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没有改变
任何集会防疫策略，桑福德市竞选集会
人群密集且大多数人没有戴口罩。

10月以来，多名政府官员及特朗普
身边人士相继确诊。

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
成员、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安东尼·福奇12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特朗普获得“有限时间内”免疫，“但
我们不知道这种保护能持续多长时间”。

福奇同日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
商业频道采访时就新冠防疫提出多条
基本注意事项，包括戴口罩、保持安全
距离和避免聚集。他警告，如果不这样
做，“我们会有大麻烦”。

美国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国家。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数据显
示，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780万
例，死亡病例超过21.5万例。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康利当天在一份备忘录中说，特朗
普的新冠病毒检测连续呈阴性。检测
使用美国雅培制药有限公司制造的新
冠快速检测卡。不过，康利没有提及特
朗普接受病毒检测的具体时间。

康利同时说，病毒检测及其他临床

和实验室数据显示，“没有可检测到的
病毒复制情况”，依据上述数据及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指南，医疗团队认
为特朗普已经“没有传染性”。

特朗普2日凌晨宣布他与妻子梅
拉尼娅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他2日傍晚进入马里兰州沃尔特·里德
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5日出院
返回白宫继续接受全天医疗护理，11日
称自己已经完全康复。

康利的备忘录发表后几小时，特朗普
出现在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市一座机场，参

加露天竞选集会，没有戴口罩。从专机走
下来时，特朗普手中拿着几包口罩。走向
演讲台过程中，他将口罩抛向集会人群。

“我现在战胜它了，他们说我免疫
了，”特朗普告诉集会人群，“我现在感
觉特别有力量。”

美国白宫医生肖恩·康利12日说，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新冠病毒检测连续几天呈阴性，已经“没有传染性”。
几小时后，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参加一场竞选集会，是他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首次投入竞选活动。

新冠病毒检测连续呈阴性

特朗普恢复竞选活动

疫情告急

英国政府发布三级防控措施

恐不足与嫌太严

新措施在餐饮业等受影响行业中受到反
对。利物浦一间酒吧的经营者卡伦·斯特里
克兰告诉路透社记者，酒吧收入已经因深夜
至凌晨停止营业的规定减少70%，政府出台
的救济措施也不够。

英国政府首席医学顾问克里斯·惠蒂则
认为，新方案中的基本措施仍难以遏制风险

“非常高”地区的疫情，应采取“额外”手段。
12日公布的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

询小组会议记录显示，这一小组3周前建议
采取更严措施，包括短期“熔断”式防控。

约翰逊说，他希望避免再次采取全国性
严格防控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和限制外出。

“现在不是我们希望怎样生活的问题，而是我
们不得不在社会经济因全面封锁受到重创与
疫情失控引发严重生命经济损失之间走独木
桥。”他说。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三级措施防蔓延

约翰逊12日发布一套防控方案，按照疫情严重程度把
英格兰各地区划分为三个等级，分别采取相应措施。

英格兰各地先前防控措施不一，引发混乱和困惑。约
翰逊说，新方案旨在使防控措施简化和标准化。

新方案把英格兰各地划分为“中等”风险、“高”风险和
“非常高”风险地区。“中等”风险地区基本沿用现行防控措
施，包括“六人规则”，即室内外聚会人数最多不超过6人；
酒吧和饭馆22时至次日5时不得营业。“高”风险地区防控
措施加码，包括禁止室内聚会；尽量减少出行。在风险“非
常高”的地区，禁止室内外聚会；禁止婚宴；禁止酒吧营业，
但以酒类佐餐的酒吧除外；这类地区居民不应在其他地区
过夜，其他地区居民也不应在这类地区过夜；经地方同意，
可采取更多措施，包括关闭健身房。

英格兰全境商店、大中小学将继续开放。
利物浦是英格兰眼下唯一疫情风险“非常高”的地区。

英国其他三个地区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分别自行采
取防控措施。不过，那些地区实施了类似甚至更严格措施。

疫情处于“至关重要阶段”

约翰逊在记者会上说，英国新冠疫情进入“至关重要
阶段”，住院患者人数已经超过3月下旬英国全国“封城”
时住院人数，病亡人数也在反弹。

“这些数据就像客机仪表在报警。我们现在必须行
动。”约翰逊说。

截至12日，英国累计新冠病例增至617688例，死亡
42875人。英格兰地区感染率快速攀升，特别是北部地
区。利物浦疫情最严峻，每10万人中有大约600例病
例，比例超过西班牙马德里和比利时布鲁塞尔。

卫生专家警告，英国疫情正处于临界点，必须采取强
有力措施加以遏制，以防公共卫生系统崩溃。高级卫生
官员斯蒂芬·波伊斯说，夏季疫情缓和期间关闭的3所临
时新冠医院正准备重新开放。

另一名卫生高官约翰逊·范-塔姆12日说，尽管高
感染率眼下出现在英格兰北部，但全国范围病例都在增
加，“这是全国性现象”。另外，主要受感染群体正从年轻
人向老年人等高危群体蔓延。

英国首相约翰
逊12日公布了一个
适用于英格兰的三
级新冠警戒系统，
每一级别对应不同
的疫情严重程度以
及相应的应对措
施，以进一步规范
和简化英格兰各地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的程序。

约翰逊警告，
英国新冠疫情已经
如同“一架处于险
情中的客机”。

“不会传染”

“准备冲刺”

10月13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左）离开唐宁街10号首相府。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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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0月12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圣马特奥县拍摄的南瓜称重大赛
现场。

当天，一年一度的南瓜称重大赛在圣马特奥县举行。 新华社发

南瓜称重大赛在美国加州举行

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因遭两名白
人警察用绳子牵着当街行走，将得克
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城政府和警方告上
法庭，索赔100万美元。

法新社13日报道，原告名叫唐纳
德·尼利，现年44岁，去年8月被两名
白人警察以擅闯私家宅地为名拘捕。
他们给尼利戴上手铐，把一根绳栓在
手铐上，然后骑上马牵着尼利走，穿过
几个街区，这一情景被路人拍下并发
到社交媒体上，激起愤慨。

尼利在7日提交的诉状上说，那
两名警察的行为“极端和蛮横”，令他

觉得仿佛“过去被示众的奴隶”，令他
感到屈辱和恐惧。尼利的律师尤莉·
克特曼说，尼利希望借索赔100万美
元能令他人免遭同样对待。

加尔维斯顿城警方负责人、同样
是非洲裔的弗农·黑尔说，警方曾教警
员使用那种执法方式，但是他在尼利
事件后决定停止这样执法。黑尔向尼
利道歉，说当时应该用警车运送尼利，
但是没有找到。

美联社报道，讨论如何审理此案
的预审会议定于明年1月举行。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遭白人警察牵绳走 美国一黑人索赔百万美元

在北冰洋漂浮一年多后，德国“北
极星”号科考船12日抵达德国不来梅
港。船上研究人员带来“北冰洋正在
死去”的“噩耗”。

法新社报道，“北极星”号在遍布
浮冰的北冰洋漂泊389天，收集气候
变化影响北极的重要数据。考察队负
责人马库斯·雷克斯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船上研究人员亲眼目睹全球变暖
对北极海冰产生的恶劣影响。他说：

“北冰洋正在死去。”

他们看见，原来冰层厚达几米的地
方如今没有冰。雷克斯说：“在北极，我
们发现严重受侵蚀、融化、易碎的薄
冰。”他说，如果北极变暖的趋势继续，
那么几十年内将出现“夏季无冰的北冰
洋”，这将严重影响世界各地气候。

研究人员说，今年夏天，北冰洋浮
冰减少至374万平方公里，面积为有卫
星记录以来倒数第二。2012年夏天，
北冰洋浮冰面积仅341万平方公里，创
下最少纪录。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北极科考人员：“北冰洋正在死去”

这是10月13日在越南广治省拍摄的遭洪水侵袭的村庄。
越南预防自然灾害中央指导委员会13日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地时间12日

22时，越南中部和西原地区连日来暴雨及相关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8
人，另有12人失踪。 新华社/路透

越南中部等地暴雨已致28人死亡

新加坡航空公司空客A380客机
将变身“餐厅”，一飨因新冠疫情多时
不乘坐飞机、怀念飞机餐的消费者。
新航12日开放网上预约后，所有席位
半小时售罄。

新航定于24日、25日和10月31
日、11月1日两个周末在樟宜国际机
场跑道开设快闪餐厅，把两架A380
客机设为餐厅，提供晚餐。尽管售价
不菲，这项服务仍供不应求。没有订
到 座 位 者 只 能 在 新 航 下 属 网 站
Krishop。com登记候补。

用餐价格因舱位和菜品不同而
异，最贵为头等舱套间，费用642新元
（约合3189元人民币）。商务舱和经
济舱座位分三档，每个座位分别收费

321新元（1594.5元人民币）、96.3新
元（478.4 元 人 民 币）和 53.5 新 元
（256.8元人民币）。客人可免费享用
两杯酒精饮料以及无限量供应的其他
饮料，还可报名在餐前参观机舱，并在
用餐期间看电影。两架A380客机将
全程停在跑道上，不会起飞。

为确保用餐乘客彼此保持足够距
离，两架A380客机只有半数座位用
于接待。新航网站信息显示，一架新
航A380客机满载可乘坐471名乘客。

据彭博社报道，受新冠疫情影响，
新加坡航空公司今年第二季度损失
11.2亿新元（约合55.6亿元人民币），
目前已裁员20%。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新航A380机舱变餐厅 座位半小时售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