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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由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已于去年12
月开始在欧洲投入使用。但辉瑞公司日前表示暂时削减
其新冠疫苗交付量，此举让欧洲、美洲多个国家的疫苗接
种计划受到影响，招致多国不满。与此同时，低收入国家
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仍未开始接种，全球新冠疫苗的
公平分配面临挑战。

辉瑞公司日前表示，为实现疫苗增产目标，企业改变
生产流程，将“短暂影响”1 月底至 2 月初的疫苗交付进
度。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说，企业在比利时皮尔斯镇一
处工厂的产量今后数周将下降，原因是企业为增加产能
改变一些生产流程。辉瑞公司发言人表示，“暂缓交付将
影响所有欧洲国家”。

欧盟成员国卫生部长本月13日举行视频会议，讨论
疫苗交付事宜。瑞典、丹麦、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
沙尼亚15日致信欧盟委员会，要求欧委会向辉瑞和生物
新技术公司施压，以确保疫苗交付及时、稳定和透明。上
述6国卫生部长在信中说：“这种情况不仅影响既定接种
日程，而且有损接种计划可信度。”

辉瑞的做法也遭到瑞典卫生和社会事务大臣莱娜·
哈伦格伦等多位欧洲国家卫生部长的强烈批评。瑞典通
讯社引用哈伦格伦的话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丹麦卫
生大臣马格努斯·霍伊尼克说：“我们正与新冠病毒和传
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赛跑……我们因而十分重视疫苗交
付数量减少（的情况）。”

其他一些欧洲、美洲国家也受到辉瑞减少交付量的
影响。法国经济部负责工业的部长级代表阿涅丝·帕尼
耶-吕纳谢18日告诉法国电视四台新闻频道，法国预估本
周接收的辉瑞疫苗将减少14万剂。意大利新冠病毒应急
委员会专员多梅尼科·阿尔库里说，辉瑞公司18日起将交
付给意大利的疫苗剂量削减29%，辉瑞没有说明供应减少
将持续多久。此外，波兰、芬兰、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也
表示他们收到的辉瑞疫苗量少于原定量，将对本国的接
种服务造成影响。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日在访问葡萄牙期间对
媒体表示，欧盟对于辉瑞宣布延迟供应疫苗非常关切，尤
其是很多人已经注射了第一剂，他们需要在四周以后注
射第二剂。冯德莱恩说，这次供应延迟恰恰说明扩大生
产的重要性，欧盟将继续推动与制药公司在这方面的合
作。但冯德莱恩并未透露辉瑞公司在2月恢复正常供应
时将能提供多少剂疫苗。

美国辉瑞公司不是唯一推迟疫苗交付的药企。英国
政府分管新冠疫苗接种项目的官员纳齐姆·扎哈维18日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英国政府原希望最迟1月底开始每
周接收200万剂英国阿斯利康公司生产的疫苗，但这家
药企要到2月中旬才能达到这一交付量。

面对疫苗供应不足的现状，部分国家考虑调整接种
策略。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美国官员建议，向部分民众
提供剂量减半的美国莫德纳公司疫苗，以实现“在现有
疫苗存量情况下让接种人数增加一倍”；英国去年12月
把辉瑞疫苗的建议接种间隔时间从21天改为“至少21
天”，最长“不超过12周”，以增加短时间内注射疫苗人
数。但类似观点遭到不少质疑。辉瑞公司曾表示：
“ （我们） 没有第一剂接种超过21天后 （接种第二剂）
的疫苗保护性数据。”

与发达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和大多数中等收入
国家获取疫苗更为困难。世界卫生组织8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目前有 42 个国家正在推广新冠疫苗接种，其中
36 个是高收入国家，其余 6 个是中等收入国家，低收
入国家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仍未开始接种。世卫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称，由于贫穷国家无法像富裕国
家那样迅速获得疫苗，世界正处于“灾难性道德失
败”的边缘。

欧美多国新冠疫苗“一剂难求”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20日呼吁美国新任
总统约瑟夫·拜登重新审视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停止
前任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妖魔化”委内瑞拉的举动。

马杜罗当天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呼吁美国新政府“翻
过谎言的篇章”，停止污名化委内瑞拉及其“玻利瓦尔革
命”和他本人。

马杜罗呼吁拜登政府“重新审视”特朗普政府在美委
关系中留下的“残酷遗产”，希望“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
上”与拜登政府建立新关系，呼吁委内瑞拉议会从立法层
面采取行动，“开启”委内瑞拉与美国之间的“新关系”。

拜登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安东尼·布林肯19日说，新一
届美国政府仍会承认反对派要员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
拉领导人”。

拜登去年7月在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举行“自由公
平”的选举。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去年12月告诉
彭博社，拜登政府打算以放宽或取消部分制裁为条件，要
求委内瑞拉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 新华社特稿

1 月 21 日，在
伊拉克巴格达，安
全人员聚集在爆
炸袭击事件现场。

伊 拉 克 内 政
部官员21日说，首
都巴格达当天上
午发生自杀式爆
炸袭击事件，造成
至少21人死亡、50
多人受伤。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杨舒
怡）约瑟夫·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前数小
时，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向他喊话，
催促美国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
及解除对伊朗制裁。

鲁哈尼 20 日在一场电视直播的内
阁会议上说：“现在球在美国那边。如
果美国重返 2015 年伊核协议，伊朗也
会充分履行在协议框架下做出的承
诺。”

伊朗 2015 年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
议，承诺限制核计划，换取联合国、
美国和欧洲联盟解除制裁。

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 2018 年 5

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
追加对伊制裁，对伊奉行“极限施
压”政策。作为回应，伊朗 2019 年 5
月起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鲁 哈 尼 20 日 喊 话 说 ：“ 今 天 ，
我们期待新一届美国政府在今后 4
年 内 …… 致 力 于 消 除 （两 国 关 系）
在过去 4 年里的污点——如果他们能
做到的话。”

拜登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主张，
以伊核协议“为起点”同伊朗政府恢
复谈判。拜登团队两名成员 19 日说，
新一届美国政府“不急于”重返伊核
协议。

拜登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安东尼·
布林肯 19 日在提名听证会上说，眼
下远不到重回伊核协议的时候，“他
们 （伊方） 说将遵守义务、重回伊
核协议，我们必须评估他们是否的
确履行承诺”。按照布林肯的说法，
拜登的最终目标是在伊核协议中加
入限制伊朗导弹项目和地区活动的
内容。

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提名的埃夫
丽尔·海恩斯 19 日早些时候在提名听
证会上说：“ （拜登） 已经表明，如果
伊朗重新履行承诺，他会指示我们也
这样做。坦率而言，我认为远不到那
个时候。”

英国警方20日说，在因新冠疫情防
控而人去楼空的伦敦金融城首次发现大
麻“园圃”。

伦敦金融城警察局说，有人报警说
闻到“浓烈的大麻味”，警方搜查时在英
国央行英格兰银行附近一座写字楼的地
下室发现826株大麻植物。

警方捣毁这处大麻“园圃”并逮捕相

关人员。从警方公开的照片看，这处大
麻“园圃”配备了照明和通风系统。

按照警方的说法，这是伦敦金融城
“首个大麻工厂”，其之所以能建起来，是
因为“疫情期间周边人少”，不易被察觉。

伦敦金融城位于泰晤士河北岸、伦
敦圣保罗大教堂东侧，面积仅2.6平方公
里，汇集大量银行、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

构。去年3月起因大多数上班族居家办
公，伦敦金融城几乎成为“空城”。

英格兰银行行长安德鲁·贝利20日
在一场线上活动中自嘲说，从今以后肯
定会有无数人开玩笑说“我们现在知道
英格兰银行在干什么了”“我得说，英格
兰银行周围的确非常安静”。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明斯克1月20日电（记者 魏
忠杰 李佳）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格拉
兹20日表示，《开放天空条约》作为确保
军事领域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的工具仍然
具有现实意义。

格拉兹当天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
白方对不扩散、裁军和军控领域包括《开
放天空条约》在内的国际条约体系持续
遭受侵蚀感到不安和担忧，认为当前主
要因美国退出该条约而引发的局势发展
破坏了开放天空制度，让人对该条约的
生命力产生怀疑。

他说，白方多次重申，《开放天空
条约》 作为确保军事领域透明度和可

预 测 性 的 工 具 仍 然 具 有 现 实 意 义 。
2020 年 10 月，《开放天空条约》 各缔
约国也曾重申该条约作为欧洲-大西
洋安全不可分割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白方仍然认为，与该条约有关的所有
问题应通过开展平等、相互尊重的对
话解决，同时各方要考虑彼此利益和
关切。

《开放天空条约》于 1992 年签署，
2002 年起生效。条约参与国可按规定
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
察。该条约是冷战结束后重要的信任建
立措施，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降低冲突
风险。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北约国家

签署了这一条约。
2020 年 5 月，美国方面指责俄罗

斯违反《开放天空条约》，美国国务院
随即向该条约其他缔约国通报退约决
定。俄方就此表示，美方的指责没有
根据。同年 11 月，美国宣布正式退出
该条约。本月 15 日，俄罗斯外交部发
表声明说，俄方决定开启退出 《开放
天空条约》 的国内程序。声明说，美
国退出 《开放天空条约》 给条约在加
强安全互信方面造成巨大损失。俄方
曾提出具体建议，希望在新条件下维
持条约继续有效，俄方对美方未能支
持俄方建议感到遗憾。

美国国民警卫队一架“黑鹰”直升
机 20 日在纽约州门罗县门登镇坠毁，
机上3人全部丧生。

美联社报道，这架 UH-60“黑
鹰”式医疗直升机18时30分许坠毁于

门登镇一片田地。它当时正在执行飞行
训练任务。

门罗县治安官托德·巴克斯特在新
闻发布会上说，目击者报告，直升机事
发时飞行高度低，发动机传出“噼啪”

声。
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机体残骸在

雪地燃烧。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新华社特稿马杜罗呼吁美国新政府
停止“妖魔化”委内瑞拉

伊拉克巴格达发生自杀式
爆炸袭击 至少21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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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金融城首现大麻“园圃”

““黑鹰黑鹰””坠毁于纽约州坠毁于纽约州 机上机上33人死亡人死亡

白俄罗斯：《开放天空条约》仍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