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新闻 2020年11月11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林永成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苏建强A12 综合

■■■■■ ■■■■■ ■■■■■

观 天下

利比亚新一轮政治对话在突尼斯举行

11月9日，利比亚新一轮政治对话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举行，利比亚各方共
75名代表参加。此次对话为期6天。图为利比亚代表在对话会议上。 新华社发

当前，疫情在以超高
加速度传播：全球确诊病
例从被发现到超 1000 万
用时大半年，1000 万到
2000万用时44天，2000万
到3000万用时37天，3000
万到 4000 万用时 31 天，
而从 4000 万到 5000 万仅
用时20天。

面对疫情，国际合作
是各国抗击疫情的重要
工具。由世卫组织协调
的“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
具加速器”国际合作倡议
在快速开发疫苗、诊断工
具、疗法以及公平分配此
类资源方面正取得切实
成果。

世卫组织正加紧协
调疫苗研发，还有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由
世卫组织及其合作伙伴
发起的“新冠肺炎疫苗实
施计划”。

（据新华社华电）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截至欧洲中
部时间9日10时45分（北京时间9日
17时45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
达 50030121 例，累计死亡 1252072
例。美国、印度、巴西的累计确诊病例
数位列全球前三。

这其中，美国疫情尤为引人瞩
目，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病
例数全球排名第一。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 9 日发布的新冠疫
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
部时间 9 日 13 时 25 分（北京时间

10 日 2 时 25 分），美国累计确诊病
例 10018278 例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237742 例。

此外，美国新冠病例增幅也连续刷
新纪录。从10月30日确诊超900万例
到11月9日超1000万例仅用时10天，
增速创下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续会9日开
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各国团
结一致、科学抗疫。他致开幕辞时说：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科学、找到解决办
法和团结。”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
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表示，导致近期疫情形势急剧
恶化的原因包括：天气转冷使更多人群
聚集活动在室内进行；许多人对疫情产
生“疲劳”感；即便因新冠死亡的人数还
在持续上升，仍有大量公众没认清现
实，没有紧迫感。

“疫情发展到如此糟糕的阶段，
如果不采取大规模防控措施，很难看
到病例增幅降下来。”珀尔曼认为，更
严格的防控措施应包括广泛的“口罩
令”、严格的社交距离政策、高危地区

部分“封闭”、对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
进行更有效追踪等。

目前，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已开
始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防止秋冬季节
疫情加剧。

面对凶猛疫情，各国唯有更加坚定
地凝聚起合力。

各国亟需落实联防联控，广泛增进交
流与合作。不论是疫情信息通报、防控和
诊疗经验分享、药物和疫苗科研攻关，还
是边境口岸管控、维护畅通贸易和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都需要各国积极协
调行动。任何一国、尤其是大国“掉链
子”，都有可能使国际联防联控功亏一篑。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0日电）

新闻事实

深度分析

德美新冠疫苗研发
项目取得进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柏林记者张毅荣、驻华
盛顿记者谭晶晶报道：德国生物新
技术公司和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9日发表联合声明说，3期临床试验
的中期分析数据显示，两家公司合
作研发的一款候选新冠疫苗有效性
超过90%。

不过，一些卫生专家表示，这款
疫苗的研发虽传来好消息，但到能够
接种还需克服诸多障碍，毕竟最新公
布的只是初步研究结果，不是经过同
行评议的完整临床数据。

两家公司在声明中介绍，他们开
发的是一款mRNA（信使核糖核酸）
疫苗，一个独立的数据监测委员会8
日对这款疫苗的3期临床试验进行
首次中期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在
接种第二剂疫苗7天后，该疫苗预防
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性超过90%。

声明还说，数据监测委员会没有
报告任何关于这款疫苗的严重安全
问题，并建议继续按计划收集更多关
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

新冠病例破千万 美国社会撕裂深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1000万——11月9日，美国又
遭遇一个冰冷的数据。而疫情
还在继续蔓延，没有放缓迹象。

新冠疫情肆虐与经济衰
退、失业率高企、种族矛盾突
出等多重危机交织，加深美国
社会撕裂。

美国媒体这样描绘，新冠病毒已
经可以在美国的每一个社区找到，它
没有区分支持民主党的蓝州和支持共
和党的红州，也没有区分城乡——从
小型农场到富裕郊区，从荒僻城镇到
繁华都市……

《大西洋月刊》网站忧心忡忡地评
论：“美国正梦游般地进入可能是迄今为
止最大的一波疫情大暴发。”

大选期间，在艾奥瓦州、宾夕法尼
亚州、印第安纳州等诸多地区，群众集
会人数激增，加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
美国传染病专家怀疑，这些集会或导致
了病毒的“超级传播”。英国路透社报
道，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通过分析 6 月
至 9 月举行的 18 场竞选集会之后的数
据得出结论，这些竞选集会导致至少 3
万例新冠感染病例，并可能导致了 700
多人死亡。

数据显示，自 9 月中旬以来，全美
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较之
前都有大幅增加。目前疫情仍在加

速蔓延，累计确诊病例从 900 万例升
至 950 万例用时 6 天，从 950 万例升至
1000 万 例 用 时 缩 短 至 4 天 。 仅 在 大
选投票日前的一周内，每 1000 个美国
人 中 就 有 1 人 被 检 测 出 新 冠 病 毒 阳
性，每 10 万美国人中就有 2 人死于新
冠病毒。

美国疾病专家指出，对大规模聚集
事件进行严格的接触者追踪，可以帮助
准确预测这类集会的病毒传播情况，但
美国在这方面落后于一些国家，不仅因
为资金不足，更因为政府在追踪接触者
方面缺乏协调。

“问题是，我们没有为获得确切数据
做任何事。我们国家的表现，就好像根
本不存在接触者追踪这回事。”美国斯克
里普斯转化科学研究所所长埃里克·托
波尔说。

波士顿大学流行病学助理教授埃莉
诺·默里说，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举措支
离破碎，没有采取自上而下的协调行动，
而是把责任留给了各州。

“戴上口罩再过一年？这将给我们
带来什么？让国家破产吧！”“不用戴口
罩，因为疫情数字并不像媒体说的那样
厉害。”……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9
月在密歇根州采访参加竞选集会的共和
党选民时得到的一些答案。而另一方
面，统计显示超过90%的民主党人经常戴
口罩，参加民主党活动的绝大多数选民
也都戴口罩。

单是一个口罩问题，就在美国引发
持续争论。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福奇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
感叹，美国已陷入严重分裂，阻碍了疫情
信息清晰且一致的传递。尽管专家一直

从公共健康安全的角度给出防控建议，
包括是否戴口罩，但人们却把戴口罩当
成一种政治立场，而不是公共卫生问题，

“这非常不幸”。
勒内·埃尔斯伯里是一家精神健康

服务机构的注册社工。她说：“当我们在
政治进程中看到两极分化时，我们忽略
了美国的公共健康和社会公正……那些
重要的问题已经转向了要选择某一方
——红或蓝。”

“如果说这个国家的医疗危机和政
治危机曾经是分开的，那么现在不是
了。”《大西洋月刊》说。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记者柳丝）

疫情加速蔓延

社会极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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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总统泽
连斯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目前他已隔离办公。图为泽连斯基
10月20日发表年度国情咨文的资
料照片。 新华社发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11月 9日，在美国华盛顿，
人们坐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阶
上。 新华社发

世界卫生
组织 9日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
示，全球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已
超5000万例。
同一天，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发布的新
冠疫情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美
国累计确诊病
例 超 过 1000
万例。

随着秋冬
季节到来，全球
疫情再次出现
快 速 上 涨 趋
势。专家警告，
如果新冠病毒
传播得不到控
制，等到美国感
恩节、圣诞节人
口大量聚集和
流动之际，疫情
或将“指数型”
上涨。世卫组
织当天呼吁全
球团结一致、科
学抗疫。

受新冠疫苗利好消息提振，全球
多地股市9日大涨，助推法国奢侈品
巨头贝尔纳·阿尔诺跻身先前仅有4
人的千亿美元级富豪行列。

根据彭博社亿万富豪指数所列财
富每日排名，路威酩轩集团现任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阿尔诺9日晋级千亿
美元级富豪，加入美国亚马逊公司首
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微软公司创始
人比尔·盖茨、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
克·扎克伯格和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
官埃隆·马斯克的行列。

这是该指数创建以来，首次有5
人身家超千亿美元。这5人当天资产
增值总计680亿美元。

但9日最大赢家是拥有服装品牌
“萨拉”的西班牙零售巨头阿曼西奥·
奥尔特加，他的财富当天暴涨76亿美

元，几乎相当于今年以来他资产“缩
水”数额的一半。

这些富豪资产增值的主要原因
是，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生物新
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报告积
极的临床试验结果，引发股市上涨。

也有富豪因疫苗利好消息遭受损
失，包括因疫情期间视频会议和居家
娱乐激增而获益的软视软件公司美籍
华裔首席执行官袁征，以及健身器材
制造商佩洛顿公司创始人约翰·福
利。袁征和福利的资产当天分别“缩
水”51亿和3亿美元。

彭博社报道，今年以来，尽管疫情
肆虐，全球最富500人资产仍增值1.2
万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股市飙升、流
动性充裕和从低估值资产中获利的机
会。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全球千亿美元富豪增至5人

为了蹭饭，美国一名女子谎称是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特工。她威胁
一家快餐店员工说，如果不答应她的
要求，就逮捕他们。

美联社9日报道，这名女子名叫
金伯莉·拉格斯代尔，现年47岁。她
上周多次假冒联邦调查局特工在佐治
亚州罗克马特的一家快餐店向员工索
要食物。这家餐厅员工最后报警。

警察5日在餐厅停车场逮捕拉格

斯代尔。当时，她坐在一辆白色小面
包车内，仍在演戏，谎称只有联邦调查
局电子证件。

警方逮捕报告显示，即使戴上手
铐后，她仍“对着衬衫讲话，好像对着
一台无线对讲机说话，告诉某人我们
在逮捕她并派人来（救她）”。

拉格斯代尔5日被拘留，受到假
冒公职人员指控，7日缴纳3000美元
后获保释。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一女子为蹭饭假冒FBI特工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9日电
（记者李骥志）欧盟委员会9日宣布，将
对不超过39.9亿美元的美国输欧产品
加征关税，该措施将从10日起生效。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公告说，由
于美国违规补贴波音公司，欧盟将对
自美国进口的飞机和零部件加征
15%的关税，对一系列农产品和工业
品加征25%的关税。公告说，该措施
的力度与美国对欧盟的惩罚措施相
称，使双方处于平等地位。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瓦尔季

斯·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愿意解
决航空补贴争端，但由于美国方面没
有相向而行，欧盟只能实施反制措施。

他说，双方应迅速解决争端，取消
互加关税对双方都有利，尤其是在新冠
疫情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始于2004年。
世界贸易组织先后裁定，美国和欧盟均
存在对各自航空企业提供非法补贴的
问题。去年10月，世贸组织授权美国
每年对约75亿美元的欧盟输美商品和
服务采取加征关税等报复措施。

欧盟宣布对不超过39.9亿美元的
美国输欧产品加征关税

飓风“埃塔”肆虐拉美多国致上百人死亡

近日持续肆虐的飓风“埃塔”在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国家引发灾害，截至11
月9日已造成上百人死亡。图为一名男子在古巴哈瓦那海滨拍摄海浪。

新华社/法新

⬇11月9日，行人走在美国纽
约时报广场。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关注全球抗疫

奥地利警方9日在4个州发起突
击搜查行动，以涉嫌恐怖主义罪名为
由逮捕30人。

奥地利内政部长内哈默说，奥方正
全力打击“这些极端主义犯罪团伙”。

施蒂里亚州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
说，警方9日在施蒂里亚州、卡林西亚
州、下奥地利州和维也纳共搜查60多
处房产，包括住宅、企业和社团场所，
逮捕30名嫌疑人。这些人涉嫌“从属

于恐怖组织、资助恐怖主义，结伙反对
国家政权，参与犯罪团伙和洗钱”。

按检方的说法，这次搜捕行动是
一年多时间深入调查的结果，与11月
2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恐怖袭击无关。

奥地利检察机关正在调查超过
70名嫌疑人和数个团体，怀疑这些人
从属于并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
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 吴宝澍(新华社微特稿)

奥地利突击搜查行动逮捕30名涉恐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