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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一名男子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接种新冠疫苗。
乌兹别克斯坦1日正式启动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65岁以上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人员、医护人员、教

师和执法机构人员等优先接种。乌兹别克斯坦卫生部1日报告，过去一天乌新增确诊病例181例，累计确诊
病例83050例。 □据新华社

乌兹别克斯坦启动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31
日电 据美国媒体31日报
道，美国一家新冠疫苗制造
工厂的员工误将两种新冠
疫苗原料混合，导致 1500
万剂美国强生公司的新冠
疫苗被迫销毁。

据报道，这家位于美国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疫
苗制造工厂由美国新兴生
物科技公司运营，同时生产
强生疫苗以及英国阿斯利
康制药公司和牛津大学联
合研发的新冠疫苗。数周
前，该工厂员工误将上述两
种疫苗的原料成分搞混，多
达1500万剂强生疫苗因此
报废。目前还没有迹象显
示该工厂生产的阿斯利康
疫苗受到影响。

涉事疫苗处于试生产
阶段。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正在调查这起事件，这
一事件将影响到这家工厂
疫苗生产线获监管机构批
准的进度。

目前正在全美分发、使
用以及下周将分发至各州
的强生疫苗产自荷兰。然
而，有2400万剂原计划4月
底前分发至全美各地的强
生疫苗由这家工厂生产，这
批疫苗的交付将受到影响。

强生新冠疫苗于 2 月
27日获美药管局批准在美
国紧急使用。这是第三款
获批在美国紧急使用的新
冠疫苗，是一款只需接种1
剂的疫苗，被允许用于18岁
及以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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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3月31日电 世界
贸易组织31日发布报告说，去年全球
贸易表现好于预期，预计今年全球贸易
将持续反弹，今明两年全球货物贸易量
将分别增长8.0%和4.0%。

根据世贸组织当天发布的年度《全
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从地区看，受
美国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等影响，2021
年北美将成为拉动全球货物贸易需求
的主要地区；亚洲地区的出口货物量预
计将增长8.4%，成为全球出口增速最快
的地区之一。

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滑5.3%，但这一
表现好于去年10月世贸组织对全球货
物贸易量下滑9.2%的预测。世贸组织
认为，关于新冠疫苗的利好消息、多个
经济体实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
等亚洲经济体实施有效疫情管控措施
并遏制经济下滑等因素，提振了全球
贸易需求，避免了全球贸易陷入更加
严重的衰退。

具体而言，2020年亚洲地区成为

唯一一个货物贸易出口量维持正增长
（0.3%）的地区，而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出口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
其进出口贸易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11.5%和14.7%。

世贸组织警告说，尽管全球贸易短
期前景较为积极，但贸易复苏的地区性
差异、服务贸易的持续疲软以及新冠疫
苗在全球尤其在贫穷国家的延迟接种
等因素将增加全球贸易前景的不确定
性，而未来疫情发展仍将对贸易复苏构
成最大威胁。

世贸组织总干事奥孔乔-伊韦阿拉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保持国际市
场开放对各经济体从这场危机中复苏
至关重要，而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和公平
地接种新冠疫苗是强劲和持续复苏的
先决条件。

她表示，如果大量人群和很多国家
无法获取足够新冠疫苗，就会抑制全球
经济增长，并可能逆转全球卫生和经济
复苏方向。国际社会必须充分利用贸
易的力量，扩大获取疫苗的可能性。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
《2020年国别人权报告》，对多国人权状
况妄加指责。俄罗斯、古巴、尼日利亚、
叙利亚等国官员、议员、媒体和专家指
出，报告罔顾事实，甚至蓄意栽赃。美国
妄图利用人权攻击和干涉他国内政，却
无视自身存在的诸多人权问题，是赤裸
裸的双重标准和强权政治。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俄不同意美国的人权报告所作结论。俄
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捍卫国家主
权和防止干涉临时委员会主席安德烈·
克利莫夫说，美国的人权报告违背公认
的国际法准则，明显包含“干涉俄主权事
务的成分”。针对报告中对俄选举制度

和国内立法的评价，克利莫夫说：“就凭
美国人的选举制度，轮不到他们给我们
提建议。何况这种建议并非公认的国际
法准则。”

古巴外交部美国事务处主任费尔南
德斯·德·科西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美国在本国境内和世界其他地区公然侵
犯人权。美国政府宣称将人权作为外交
政策的优先考量，这极其虚伪。通过残
酷的经济封锁，美国制造了短缺、贫穷、
苦难和社会危机，古巴深受其害。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前驻
美国大使何塞·卡瓦尼亚斯说，美国作
为监禁人数最多、被警察残忍杀害人
数最多的国家，却妄评他国人权状
况。美国发布的所谓人权报告，是为

了凸显美国是“道德灯塔”而其他国家
情况“堪忧”。

总部设在委内瑞拉的拉美地区跨国
媒体南方电视台报道说，美国的《2020
年国别人权报告》谬误百出，对包括委内
瑞拉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单方面无端攻
击，多国已发表声明予以严厉谴责，该报
告绝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美国在人权
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对自身人权现状视
若无睹，还将人权作为攻击和干涉他国
内政的政治武器。奉劝美国将注意力放
在管好自己的事情上。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
斯·奥努纳伊朱说，美国的人权报告指责
刚刚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中国违反人
权，这既不公平也很荒唐，是美国的一种

政治污蔑手段。对于至今仍在与贫困作
斗争的非洲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而
言，消除贫困才是最大的维护人权之举。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加桑·优素福
表示，美国的人权报告充斥着大量不实
信息，部分内容甚至颠倒黑白、蓄意栽
赃，是美国推行敌对政策、干涉他国内
政，从而实现其自身政治利益的工具。
美国是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
占领叙利亚领土后，美军轰炸平民住所、
盗窃石油、资助恐怖组织……侵犯人权
的罪行可谓不计其数。美国动辄指责他
国，却无视本国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种族歧视严重、枪支暴力犯罪频发等诸
多人权问题，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强
权政治。

新华社日内瓦3月31日电 世界
卫生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3月31
日说，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公司提交
的两款新冠疫苗的相关数据显示，其
保护效力符合世卫组织要求，不会对
人体造成伤害。

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当
天召开记者会。专家组主席亚历杭德
罗·克拉维奥托在记者会上表示，两家
中国公司提交的疫苗数据清楚表明，
它们的保护效力符合世卫组织要求，
即“疫苗效力约为50%，最好接近或高
于70%”。这两家公司提交的数据也
显示了两款疫苗的安全性，它们不会
对人体造成伤害。

克拉维奥托表示，国药和科兴两

款新冠疫苗首先需从世卫组织或其认
可的监管机构获得紧急使用授权，尔
后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将对
这两款疫苗提出使用建议，专家组希
望在4月底前发布相关使用建议。

世卫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
斯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国药和科兴的
两款疫苗可能很快获得世卫组织紧急
使用授权。

世卫组织此前已将紧急使用授权
给予3款新冠疫苗，分别为美国辉瑞
制药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
研发的疫苗，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
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疫苗，以及美
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发的
疫苗。

世卫专家组：

国药和科兴提交数据显示
疫苗安全有效

新华社大马士革4月1日电 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莫雷尔日前在
大马士革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受长期冲突、大规模流离失所、外部制
裁、新冠疫情等影响，大多数叙利亚人
正面临叙危机爆发10年以来最严峻的
人道、经济和社会状况。

莫雷尔说，叙当下通胀加速，很多地
区能源、食物、饮用水、关键医疗物资短
缺，约8成叙利亚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
以下。他表示，叙境内超过三分之一建
筑类基础设施被毁，医院接收能力不到
战前一半，多座发电厂被毁，能源供应状
况不断恶化。“由于电力短缺，仍在运作
的医院也可能无法开动仪器设备。”

莫雷尔表示，疫情不仅给叙民众生
命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也重创了叙利亚
经济。“多年以来，叙利亚经济和黎巴嫩
经济关系密切，随着黎巴嫩经济下行，
叙经济也遭受严重影响。”

叙东北部霍尔难民营仍生活着数
万名妇女和儿童，对此，莫雷尔说，那
里的民众面临食物、医疗等基本物资
和服务短缺的困境，大量青少年长期
得不到教育机会。这些民众长期滞留
难民营，相关身份背景调查、司法程
序、遣返过程进展缓慢。“他们不知道
自己还要待多久，这种不安全感也是
一种人道问题。”

在叙不同地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已在各方协调下进行多次人道救援行
动，在霍尔难民营等各个地点展开食
物、医疗救助。莫雷尔说，因各方意见
不一，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入叙西
北部伊德利卜地区仍有困难。莫雷尔
呼吁在对叙制裁和重建议题上避免政
治化辩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议，国
际社会应对这些议题达成共识，即使要
施加制裁，也需设置更多豁免项，才能
使基础设施再度运转或得到修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多数叙利亚人
面临十年来最严峻人道状况

新华社万象4月1日电 老挝政府
总理潘坎3月31日表示，老挝疫情防控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是老中守望相助抗疫
合作的胜利。

3月31日晚，中国政府和军队援助
老挝的新冠疫苗运抵老挝万象瓦岱国际
机场，这是中方第二批援老疫苗。中国
驻老挝大使姜再冬在机场同老挝政府总
理潘坎交接并先后致辞。

姜再冬说，今年2月8日凌晨，中国
政府首批援老新冠疫苗抵达万象。时隔
一个多月，在老挝人民的泼水节来临之
际，中国军机专程送来中国政府和军队
援老疫苗，而且数量远超首批，不啻泼水
节前的及时雨，既充分展现了中方为实
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可及性不断作出贡

献，也生动诠释了中老命运共同体守望
相助的深刻内涵。

潘坎表示，在周边国家疫情形势持
续严峻的不利形势下，老挝迄今确诊病
例总共不到50人，且本土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这
离不开中国同志倾力相助，甚至可以说，
这一成果的取得是老中守望相助抗疫合
作的胜利，堪称全球抗疫合作的典范，必
将为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作出
积极贡献。

潘坎代表老挝党、政府和人民表示衷
心感谢。他还说，中方援助的第一批疫苗
老方已安排在全国范围接种，迄未有任何
不良反应报告，充分证明中国疫苗安全、
有效、质量高，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老挝总理：

老挝疫情防控战略成果
是老中抗疫合作的胜利

“罔顾事实 双重标准”
——多国人士驳斥美国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

世贸组织预计
全球贸易将持续复苏

新华社莫斯科4月1日电 俄罗斯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月1日说，北
约国家及其他势力的军事力量在俄边
境地区正变得更为活跃，这迫使俄方保
持警惕。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确保
本国边境安全。

据塔斯社消息，佩斯科夫在向
媒体回答俄方向俄罗斯乌克兰两国
边境地区增兵原因的提问时作出上
述表示。他说，俄方根据自己的决
定在本国境内调动军队，不对任何

人构成威胁，也不应该有谁对此感
到担心。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军队从未参与
过乌克兰境内的武装冲突，“那完全是
乌克兰的内部冲突”。他表示，俄罗斯、
欧洲国家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都不
希望乌克兰境内再燃战火。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长
霍姆恰克3月30日称，俄罗斯武装力量
28个战术营被部署到乌俄边境地区，对
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俄罗斯称正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本国边境安全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拉美地区记者报道：拉美地区多国3
月31日报告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或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创新高。一些国家
采取更严格的防控措施应对疫情反弹。

阿根廷卫生部3月31日公布的新冠
疫情数据显示，阿根廷新增确诊病例
16056例，创2020年10月底以来单日新
增病例数新高。该国累计确诊病例
2348821例；新增死亡124例，累计死亡
55858例；累计治愈2102616例。

阿根廷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墨西哥、
巴西和智利的航班。3月29日起，所有落
地阿根廷的国际旅客除需在登机前提交

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证明之外，还要在
落地当天和抵达后第7天进行两次检测。

阿根廷部分地区调整了防疫措施。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自3月31日起在省内
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禁止凌晨2时至6
时的娱乐和商业活动。

古巴公共卫生部3月31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该国新增确诊病例1051例，创
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累
计确诊75263例，累计死亡424例。

今年1月起，古巴疫情反弹，古巴政
府多次收紧防疫措施，包括减少来自部
分国家航班入境、要求入境人员到隔离
中心强制隔离5天、部分省停课等。

目前，古巴两款自主研发的候选新
冠疫苗“主权02”和“阿夫达拉”处于Ⅲ期
临床试验阶段，古巴政府预计在今年内
为全民免费接种本土新冠疫苗。

巴西卫生部3月31日晚公布的数据
显示，该国新增确诊病例90638例，累计
确诊12748747例；新增死亡病例3869
例，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累计死亡
321515例。

巴西主流媒体根据各州卫生厅公布
的数据联合统计得出，截至3月31日的
一周内，该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75154例，比两周前上涨5%；平均单日
新增死亡病例2971例，创下新高，比两

周前上涨42%。
圣保罗州政府3月31日上午宣布，

在该州索罗卡巴市发现类似南非发现的
变异新冠病毒。感染者为一名34岁女
子。布坦坦研究所所长迪马斯·科瓦斯
说，鉴于该女子最近并无旅行史，也没有
接触去过南非的人，不能排除这种变异
病毒是在巴西产生的可能性。目前尚不
能确定新发现的这一变异病毒是否具有
更强的传染性。

巴西卫生监督局3月31日批准强生
公司旗下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
新冠疫苗在巴西紧急使用。目前已有4
款新冠疫苗获批在巴西投入使用。

拉美多国疫情数据创新高 部分国家收紧防疫措施

新华社东京4月1日电 日本央行
1日公布的今年一季度企业短期经济观
测调查（日银短观）结果显示，大型制造
业企业信心指数由负转正，从上季度的
负10点升至5点。

数据显示，受益于全球经济逐渐走
向复苏，一季度日本汽车、生产用机械、
石油煤炭、非铁金属等行业大型制造业
企业信心指数均明显回升；造船重机、
纤维、食品行业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
数略有下滑。

非制造业领域，由于新冠疫情对餐
饮、住宿影响依然严重，餐饮住宿行业

指数由负66点降至负81点，拖累大型
非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仅由上季的负5
点升至负1点。

日银短观指数每季度发布一次，
是反映日本经济景气状况的重要指
标。其中，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
最具代表性。该指数为负值意味着
持悲观态度的企业多于持乐观态度
的企业。

受疫情影响，去年一季度日本大型
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7年来首次转负，
二季度进一步走低，三季度以后呈持续
恢复势头。

日本大型制造业
企业信心指数由负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