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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复苏前路漫漫
中国经济韧性得到肯定

新冠疫情在美国蔓延势头持
续加剧， 美方不在应对本国疫情
上着力， 却忙于在 “甩锅” 推责
的路上加紧操弄。 不久前， 美国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
迈克尔·麦考尔公布所谓调查报
告， 抹黑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
通篇报告充满谎言与偏见。

然而， 中国抗疫取得的显著
成效为世人共知， 中国应对疫情
公开、 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经得
起事实和时间的检验。 麦考尔之
流的所作所为欲盖弥彰， 不仅打
击不了中国， 反而让人看清美国
政府抗疫不力的真相， 认清了一
些美国政客抗疫无能、 “甩锅”
卖力的丑恶面目。

美国是当前全球疫情最严重
的国家。 美国人口只占全球4%，
新冠确诊病例却占到全球总数的
五分之一以上。密密麻麻的每日死
亡病例数字、白宫顶上喷涌血红色
病毒的烟囱———《时代》周刊用这
种震撼人心的封面， 表达着美国
社会对成千上万生命逝去的哀伤
和对当局抗疫不力的极度不满。

抗疫真相让美国蒙羞， 是因

为一些美国政客沉迷于政治操
弄， 将政治凌驾于科学和生命之
上，其漠视生命的行径令人愤怒。
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称，在
美国很多地方人们不戴口罩，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客误
导民众， 鼓吹口罩不是控制感染
的有效措施。 英国权威医学杂志
《柳叶刀》刊文指出，由于美国政
府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边
缘化、削弱其影响力，这一机构在
抗疫中发挥的作用已被最小化。
政治操弄导致美国疫情应对进退
失据， 美国媒体指出： “为什么
美国对这场疫情的处理如此糟
糕？ 几乎每一步都走错了。”

抗疫真相让美国蒙羞， 是因
为一些美国政客在抗疫中缺乏应
有担当， 一味对他方 “甩锅” 推
责以掩盖自身失职。 逝去的生命
越来越多， 至今没能唤醒美国政
客的良知。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
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毛里西奥·
桑托罗指出， 一些美国政客对中
国发出挑衅言论， 企图将自身应
对疫情犯下的错误转嫁到中国身
上。 政客们的 “甩锅” 做法误导

了美国民众对美国内疫情的判
断， 让美国的抗疫努力 “失焦”。

抗疫真相让美国蒙羞， 是因
为美国政府大搞 “美国优先 ”，
对国际合作十分消极。 在全球抗
疫关键时刻退出世卫组织， 跟其
他国家抢夺口罩等医疗物资， 企
图独占新冠疫苗资源……美国这
些行动无助于全球合作抗疫， 也
损害了美国自身的抗疫努力 。
《纽约时报》 刊文指出， 实际上，
美国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的 “重大
缺陷”， 正是由于没有及时听从
世卫组织提出的广泛检测、 居家
隔离、 保持社交距离等已在中国
验证有效的建议。

真相是最好的证人， 事实是
最好的法官。 美国政客们自私自
利、 诿过卸责的丑恶行径， 只会
引发世界反感。 美国皮尤研究中
心 最 近 一 份 全 球 调 查 显 示 ，
过 去 一年里 ， 美国在许多关键
盟友和合作伙伴中的声誉进一步
下滑。 在一些国家， 公众对美国
持好感的比例创近20年来新低。
人心如是， 麦考尔之流难道还不
反思吗？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世界贸易组织13
日发布欧盟诉美国大型民用飞机
补贴案贸易报复水平仲裁报告。
仲裁结果显示， 由于美国政府逾
期未执行世贸组织裁决， 继续对
波音公司实施违规补贴， 欧盟有
权每年对不超过39.9亿美元的美
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实施加征关税
等贸易报复措施。

仲裁报告显示， 在2012年9
月至2015年9月期间， 美国华盛
顿州政府以减税手段违规补贴波
音公司， 造成空客公司的飞机销
售和进出口损失。 因此， 欧盟有
权每年对不超过39.9亿美元的美
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实施报复措
施， 以抵消美国违规措施对欧盟
造成的损失。

对此结果， 欧盟委员会负责
贸易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瓦尔季
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在社交媒体
表示， 欧盟将立即与美方联系，
以 “积极和建设性的” 态度确定
下一步行动。 “我们强烈希望能
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否则将被
迫保护自身利益， 以适当方式予
以回应。”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当天
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 华盛顿
州的减税政策今年早些时候已经
撤销， 因此欧盟没有对美国产品
实施报复的 “有效基础”。 欧洲
国家政府对空客实施大规模补
贴， 给美国飞机制造业工人和企
业造成损害， 美方将加强与欧盟
的谈判。

世贸组织裁定欧盟可对美加征关税

美政客抹黑中国岂能“洗白”自身

新华社电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制药企业礼来公司13日宣
布， 因潜在安全原因暂停一项新
冠抗体疗法的临床试验。

礼来公司没有透露暂停试验
的具体原因， 表示试验的独立数
据安全监控委员会建议暂停继续
招募试验参与者。

礼来公司的LY-CoV555抗
体疗法3期临床试验于8月初启
动。 这种抗体是一种针对新冠病
毒刺突蛋白的单克隆抗体， 从美
国一名早期新冠康复患者的血液
样本中分离而来。 它能阻止病毒附
着和进入人体细胞， 有望起到预
防和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作用。

该公司表示， 这项试验由美

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过敏
与传染病研究所资助进行， 主要
评 估 其 研 发 的 中 和 抗 体 治 疗
新 冠 住院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公司支持数据安全监控委员
会为确保试验参与者安全而做出
的决定。

据 《纽约时报》 报道， 美国
国家卫生研究院一位发言人在声
明中说， 这项试验已招募了326
名新冠患者， 独立的数据安全监
控委员会发现， 在经过5天治疗
后， 接受抗体治疗的患者相比接
受安慰剂生理盐水治疗的患者出
现了不同的 “临床状态”， 这种
差异超过了安全性的预定阈值，
因此试验被暂停。

美国礼来公司暂停新冠抗体疗法临床试验

新华社电 古巴政府13日宣
布包括取消双轨制货币和汇率体
系在内的货币改革初步计划。

古巴落实发展纲要委员会主
席马里诺·穆里略当天在一档广
播电视直播节目中说， 货币改革
将包括统一货币与汇率体系、 改
革国家补贴体系和民众收入体
系。

穆里略表示， 古巴将恢复单
一汇率制， 废除可兑换比索， 保
留比索， 以促进经济有效运转；
政府将提高民众工资、 退休金等
收入， 以应对货币与汇率并轨后
可能出现的比索贬值； 此外， 政
府将取消过多补贴， 将 “补贴商
品” 变为 “补贴个人”， 以寻求
合理分配财富。

目前， 古巴流通比索和可兑

换比索两种法定货币， 其中可兑
换比索与美元等值。 古巴国有部
门记账时， 1可兑换比索相当于1
比索， 而在银行等兑换点， 1可
兑换比索可兑换约24比索。

穆里略表示， 并轨进程开始
后至少6个月内将保留现有汇率，
使民众有充足时间兑换， 避免利
益受到影响。 穆里略说， 取消货
币和汇率体系双轨制并不能解决
古巴经济所有问题， 但只有进行
货币与汇率并轨才能推动其他经
济改革。

可兑换比索也被称作新比
索， 诞生于1994年。 自那时起，
古巴一直实行双轨制货币和汇率
体系。 近年来， 古巴政府有意推
动货币改革， 但因其对经济和民
生有很大影响而进展缓慢。

古巴宣布货币改革初步计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日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
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
要经济体， 全年增长率有望达到
1.9%， 发展韧性得到IMF肯定。

全球经济复苏好于预期
报告显示， 基于第二季度经

济强于预期、 政策支持和汇率维
持在当前水平、 社交距离持续至
2021年等基准假设， IMF预计今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 较6月
预测上调了0.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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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较6月预测有所上
调。 印度经济将萎缩10.3%， 较6
月预测下调了5.8个百分点。

IMF认为， 随着封锁措施放
松、 各国政府和央行出台大规模
政策支持， 全球经济正在从今年
上半年的衰退深渊中恢复， 市场

情绪也得到提振， 全球股市自6
月以来普遍走强。

IMF肯定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和发展前景。 报告说，自4月初以
来， 中国经济活动正常化的速度
较预期更快， 第二季度经济实现
正增长， 中国也成为全球贸易复
苏的重要贡献者。 明年中国经济
将持续增长， 增幅有望达8.2%。

全球经济复苏前路漫漫
虽然复苏状况好于预期， 但

IMF认为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衰
退中， 面临漫长、 不均衡且高度
不确定的艰难爬坡之路。

报告预计， 明年全球经济将
增长5.2%， 较6月预测下调了0.2
个百分点； 全球经济增速将在中
期逐步放缓至3.5%左右。

就业率仍大大低于疫情暴发
前水平 。 IMF首席经济学家吉
塔·戈皮纳特表示， 劳动力市场
两极化日趋严重， 低收入人群、
年轻人和女性受到的冲击更大。

IMF还认为， 越来越多的贸
易和投资限制以及不断上升的地

缘政治不确定性会损害经济复
苏， 破产增加和金融市场估值过
高也将令很多经济体更加脆弱。

加强政策支持和多边合作
报告说， 全球经济正处于数

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中， 下行风
险巨大。 为确保持久复苏， 各经
济体仍需采取更多措施。

首先， 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戈皮纳特呼吁国际社会通过减免
债务、 赠款和优惠融资等方式，
为低收入经济体提供支持， 以促
进全球经济广泛复苏。

其次， 增强政策的针对性。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 各经
济体应避免过早退出政策支持，
灵活且具有前瞻性的财政政策对
实现稳固复苏至关重要。

另外，在制定政策时，应着眼
于实现更强劲、 公平和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格奥尔基耶娃认为，各
经济体应提高对以绿色环保项目
为代表的公共事业的支持， 创造
更多就业岗位， 并加速数字化转
型以提高生产率。 据新华社

以色列内阁10月13日
批准， 将原本于14日到期
的全国性 “封城” 措施延
长至18日午夜， 这是该国
第二次宣布延长 “封城”。
图为在位于以色列中部城
市佩塔提克瓦的一处新冠
病毒检测站内， 医务人员
进行取样。

新华社发

10月13日， 在印度新德里一座电影院， 一名工作人员给影厅消
毒。 印度内政部10月1日声明说， 印度国内将从10月15日起允许电影
院、 剧院以可容纳人员上限50%的规模开放。 新华社发

以色列再次延长
全国性“封城”措施

印度： 电影院即将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