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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9日晚，巴西议会
参议院新冠疫情调查委员会对
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政策进
行了约六个月的调查后，提出了
一份长达1200页的报告，建议以
大规模谋杀、危害人类罪等11项
罪名起诉总统博索纳罗。报告
称，自疫情在巴西暴发后，博索
纳罗作为总统在面对疫情时态
度消极，他反对戴口罩、鼓励大
规模聚集，甚至故意推迟购买疫
苗，造成大量本可避免的死亡。
报告指责博索纳罗应该为巴西
60 多万新冠死亡病例中至少一
半负责。尽管许多分析认为他
面临现实指控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但《纽约时报》称，“这一报告
已经反映了人们对拒绝认真对
待疫情的领导人的深深愤怒”。
在西方社交媒体上，一名美国网
友称：“死60多万就是‘大规模谋
杀’，美国死了72万人了，但没有
任何人为此负责。”

““总统应该为这场不断升级总统应该为这场不断升级
的的‘‘屠杀屠杀’’负责负责””

据巴西《环球报》20日报道，
为调查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是否
存在过失，巴西参议院新冠疫情
调查委员会开展了一项为期六
个月的调查，并提出了一份长达
1200 页的报告。报告指责博索
纳罗在抗疫期间的种种不作为，
导致巴西数十万人死于疫情。
报告建议对博索纳罗以 11 项罪
名进行指控，包括诈骗罪、危害
人类罪、大规模谋杀罪和对土著
部落进行种族灭绝罪等。此外，
报告还建议对包括博索纳罗3个
儿子及多名现任和前任政府官
员在内的69人提出指控，控告他
们传播各种错误信息、煽动和鼓
励不遵守防疫措施等。

这一消息立即成为西方媒
体最热门的消息。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
英国《卫报》等媒体立即将这一
消息放在网站头条，并公开了报
告的部分内容。报告称，博索纳
罗最严重的罪行是“有意识”地
推迟购买新冠疫苗，造成大量原
本可避免的死亡。“即便所有的
疫苗都摆在桌上，政府仍然选择
不购买它们，这一决定违背了所
有证明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科学研究，也违背了所有流行病
学家的建议：只有疫苗才能拯救
生命。”报告称，辉瑞公司很早就
向巴西政府发出 100 多封邮件，
询问购买意向，然而博索纳罗政
府却不予理睬。“巴西政府在缺
乏任何科学依据的情况下，没有
在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1 月之
间购买疫苗，最终导致成千上万
巴西人死亡，而这些死亡原本是
可以避免的。”

《纽约时报》称，报告认为，在
巴西 60 多万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中，超过一半应归咎于博索纳罗
的消极抗疫政策。报道称，从疫
情在巴西暴发一开始，博索纳罗
就竭尽全力淡化疫情威胁。他称
新冠肺炎只是“小感冒”。随着疫
情越来越严重，巴西民众开始涌
入医院，他却鼓动民众继续聚集，
反对戴口罩，嘲笑打疫苗的人会
变成“短吻鳄”。博索纳罗还多次
推广实际上无效的“抗疫神药”羟
氯喹，鼓吹该药能治疗新冠。

对于博索纳罗为何会出台
如此抗疫政策，报告称，他接受
了“一种毫无根据的信念的指
导，这种理论认为通过自然感染

能够实现群体免疫”。对此，主
持起草报告的参议员卡列罗斯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总统应该为这场不断升
级的‘屠杀’负责。”

指控几乎不可能实现指控几乎不可能实现

对于可能面临的指控，博索
纳罗19日对其支持者称，参议院
针对他的调查和指控“就是个笑
话”，他要支持者不要担心。此
前，博索纳罗多次称有关调查是

“政治驱动的行为”。
路透社称，巴西参议院将在

下周就这份报告进行表决。如
果报告获得通过，将由巴西总检
察长在 30 天内决定是否对博索
纳罗和报告中提到的其他人提
出刑事指控。此外指控还需要
得到众议院的批准。不过，报道
引述分析人士的话称，实际上，
博索纳罗几乎不可能因这份报
告和有关调查就遭到审判，因为
这类指控必须由巴西总检察长
提出，而总检察长是由博索纳罗
任命的，他也是博索纳罗的忠实
支持者。此外，众议院多数议员
也是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参议院
新冠疫情调查委员会的 11 名成
员中也有4名是他的拥趸，其中
一人还是他的儿子。

巴西新闻网站“G1”20日称，
由于报告在调查委员会内遭到
激烈反对，委员会主席阿齐兹透
露，委员会可能将对报告进行修
改，把种族灭绝和大规模谋杀的
指控删除，但将保留反人类罪等
指控。

对于提起刑事指控失败的
可能性，卡列罗斯表示，如果总
检察长不对总统提出指控，参议
院将寻求其他可能的法律途径，
包括向巴西最高法院甚至向海
牙国际刑事法院提出指控。

报道称，这一调查报告代表
了迄今为止巴西国会和总统博
索纳罗之间的最大斗争。而随
着明年大选的临近，最新的报告
将使他在连任竞选中面临的挑
战升级。根据最新民调，博索纳
罗的支持率正在下滑，民众对他
的反对率达53%。

““无能无能、、鲁莽和麻木鲁莽和麻木””

这条消息传出后，立即成为
全球网民们议论的焦点。在美
国，一名网友在推特上留言称：

“如果博索纳罗能被指控犯下反
人类罪，那么同样让新冠病毒在
美国肆虐、同样阻止戴口罩和打
疫苗并导致更多人不必要死亡
的特朗普为什么没事呢？”还有
网友转发美国“国会山报”的报
道：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巴西
死亡人数超过60.3万人，是累计
死亡病例第二多的国家，累计确
诊人数超过2100万，是确诊病例
第三多的国家，而美国在这两项
指标中都是世界第一。该网友
感叹：“死60多万就是‘大规模谋
杀’，美国死了72万人了，但没有
任何人为此负责。”

有网友引述参与巴西参议
院调查的社会活动家科斯塔的
话总结西方国家的抗疫表现时
感叹：“这是一个饥饿、悲伤、死
亡和失业的时代，数百万人需要
帮助。这是我们这代人面临的
最大危机，但总统甚至没有表现
出同情心。”科斯塔19日接受媒
体采访时称，这种应对疫情的方
式可以用三个词总结：“无能、鲁
莽和麻木”。 本报综合消息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0
月20日报道，英国相关部门正在对德尔
塔变异毒株的亚种病毒 AY.4.2 展开密
切监测，这种新变异株已经给英国带来
了越来越多的感染。

英国卫生安全局的一份报告指出，
9月27日这一周，变异株AY.4.2造成的
确诊病例数占总数的6%，并且“呈上升
趋势”。

人们对该变异株知之甚少，一些专
家认为它可能比最初的德尔塔变异毒
株的传染性略强，但这种说法尚未得到
证实。尽管变异株 AY.4.2 导致的确诊
病例数越来越多，但英国尚未将其列为

“令人担忧的变异株”。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计算系统生物学

教授、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弗朗索瓦·巴洛
克斯19日表示，该变异株在英国以外的
地区仍很罕见，仅丹麦和美国记录了少
量病例。“由于变异株AY.4.2的发病率仍
然相对较低，其传播率增加10%可能也只
会导致少量的病例增长。因此，它并没
有造成英国近期的病例增加。”他说。

专 家 们 认 为 ，现 在 确 定 变 异 株
AY.4.2 是否会成为主要传播毒株还为
时尚早。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流行病学
高级讲师迪普蒂·古尔达萨尼表示，德
尔塔变异毒株在几周内就迅速超越阿

尔法变异毒株，但这种情况在变异株
AY.4.2上还没有看到，目前的增长比较
缓慢，说明它的传染性并不高。

但报道指出，变异株AY.4.2在英国
的出现印证了科学家在疫情期间的警
告——（病毒的）高速传播能够创造新的
变异株。自夏季英国取消多数防疫限制
措施以来，单日新增病例和每百万人中
的死亡病例数都是西欧地区最高的。

当地时间19日，英国报告了223例
死亡病例，是三月初以来最高的单日新
增死亡病例数。卫生官员敦促政府恢
复佩戴口等防疫措施，以缓解卫生系统
的压力。 本报综合消息

美国海军“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
击舰火灾调查结束，结果显示指挥、训
练、设备维护等许多方面存在问题，导
致救火不力，最终这艘昂贵的军舰付之
一炬，不得不提前退役。

“虽然这次火灾由纵火引发，灭火
不力是损失这艘军舰的原因。”美联社
获取的一份海军调查报告写道。

“好人理查德”号去年7月在加利福
尼亚州圣迭戈海军基地起火。大火持
续5天，舰体损坏严重，海军最终决定把
它报废。

今年8月，水兵瑞安·梅斯受到严重
纵火和蓄意危害船舶罪名指控。不过，
美联社20日报道，这份400多页的调查
报告指出，指挥、训练、防火预案、设备
维护、灭火作业的协调和沟通等多方面
不足，导致火势失控。17人被认定负有
直接责任，包括舰长等多名军舰指挥
官；另外17人被认定负有间接责任，包
括现已退役的太平洋舰队水面部队指
挥官理查德·布朗等多名高级军官。

报告指出，舰员“缺乏基本的消防知
识”。起火10分钟后，舰员才按响火警警

铃。火灾中，舰上的主要泡沫灭火系统
没有启动，原因是维护不到位，且舰员缺
乏训练。接受调查的舰员中，“没有一个
人”想到按下按钮启动这套灭火系统“或
者清楚按钮的确切位置或作用”。

舰上当时有 115 名舰员，其中将近
60人因高温虚脱、吸入浓烟或受轻伤接
受治疗。

调查人员还发现伪造的设备维护
记录，舰上87%的消防站设备有问题或
缺乏维护。

“好人理查德”号失火时正接受重
大升级和维护。报告指出，作业现场杂
乱无章，易燃物存放不当。起火后，某
些火点的温度导致一些部位的金属熔
化并向其他部位蔓延。

地方消防人员当时参与灭火。然
而，报告指出，军方和地方缺乏协调、沟
通不畅、没有进行过配合训练，导致扑
救不力。

“好人理查德”号1998年服役，满载
排水量4.05万吨，可搭载2000余名海军
陆战队员及相应武器装备。这艘舰当
年造价约 7.5 亿美元，而现在建造一艘

同类军舰需要耗资大约40亿美元。
这艘军舰2018年起在圣迭戈基地接

受升级改造，以便日后搭载海军陆战队
的F-35B型短距/垂直起降战机。美军
原本希望升级完成后它能够继续服役10
年左右。升级改造耗资2.5亿美元，起火
时已经处于尾声。军方估算，修复军舰
将花费 25 亿到 32 亿美元，且将耗时数
年，成本过高，决定报废这艘舰。它今年
4月正式退役，是美国海军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来损失的最大战舰。

针对报告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军
事委员会战备小组委员会主席约翰·加
拉门迪说，这一事件“令人震惊和愤
怒”，是“完全能够避免的灾难”。

加拉门迪说，他将认真调查这一事
件暴露的“疏失和自满”。美联社援引
多名海军官员的话报道，海军作战副部
长威廉·莱舍尔已经下令追责。

对水兵梅斯的调查材料显示，起火
点位于梅斯能够进入的区域，调查人员
发现3个消防站存在设备遭人动手脚的
痕迹，且在火点附近发现高度易燃液
体。梅斯否认纵火。 新华社特稿

英国市场监管机构20日宣布，对美
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公司处以 5050 万
英镑（约合6950万美元）罚款，缘由是后
者“故意”向该机构隐瞒有关其去年收
购美国动图搜索平台Giphy的信息。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主管并购事务
的官员乔尔·班福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脸书
公司先前“有意识地”拒绝提交被要求提交
的交易信息，管理局多次警告这一举动涉
嫌“违抗命令”。并且，尽管两次在上诉中

败诉，脸书“依然罔顾法律义务”，管理局据
此认为“脸书违规行为出于故意”。

声明说，此次处罚脸书“对任何自认
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企业是一种警告”。

脸书公司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
“强烈反对”英方“不公正的处罚决定”，
将研究对策。

脸书去年5月宣布收购Giphy，金额
据报道为4亿美元。英国竞争与市场管
理局表示，将继续调查这一交易。

这一机构当天还透露，由于脸书两
次未经监管机构同意就更换首席合规
官，对其另外处罚50万英镑(68万美元)。

脸书公司近年因涉嫌泄露用户信
息、垄断、传播谣言等各种违法违规行
为而频遭欧美市场监管机构处罚。美
国监管机构19日说，脸书已同意支付多
达1400万美元和解金，以了结美国政府
指控其雇工政策具有偏向性的官司。

新华社特稿

10 月 20 日，美国佛罗里
达州校园枪击案枪手尼古拉
斯·克鲁兹（中）在劳德代尔堡
出庭。

2018年2月14日，位于佛
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玛乔丽·
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发生震
动全美的校园枪击案，造成17
人死亡。这是美国历史上最
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枪
手尼古拉斯·克鲁兹曾就读于
事发学校，因违纪被开除。克
鲁兹被控17项一级谋杀罪和
17项一级预谋杀人罪。如这
些罪名成立，克鲁兹将最高面
临死刑或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的刑罚。 新华社/路透

巴西总统被指“大规模谋杀”

超5000万英镑！英国处罚脸书隐瞒收购信息

美舰“好人理查德”号毁于大火原因令人震惊

美媒美媒：：德尔塔毒株再变异德尔塔毒株再变异

美国佛州校园枪击案枪手出庭受审美国佛州校园枪击案枪手出庭受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