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委内瑞拉总

检察长 14 日说，对近日在该国因

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的一名美

国男子提起诉讼， 罪名是涉嫌密

谋恐怖主义行动， 破坏炼油厂和

电力设施。

委内瑞拉总检察长塔雷克·

威廉·萨阿布说，这名男子有 3 名

委内瑞拉籍合谋者， 他们上周在

该国北部加勒比海岸一处炼油厂

附近被捕。

总检察长办公室说， 这名男

子名为约翰·希思·马修。 委内瑞

拉政府部门说， 在逮捕行动中从

马修身上起获的几部手机内发现

一些照片，包括一座大桥、一些军

事设施、炼油厂设施，疑为他们计

划实施破坏的目标。

【时局】

委起诉“美国间谍”

● 环球速递

【社会】

英国多座宫殿要裁员

据新华社报道 英国王室历

史宫殿管理组织 14 日宣布，由于

新冠疫情期间游客锐减， 不得不

继续裁员。

德新社报道， 王室历史宫殿

管理组织原来预计今年收入 1.1

亿英镑， 但由于疫情期间王室历

史宫殿管理组织经营的 6 处古迹

关闭或限流， 今年预计收入下调

至 1000万英镑。

这家独立机构因此计划，缩

减 1165个全职职位人员，预计裁

员 145人。

王室历史宫殿管理组织负责

经营 6处英国王室古迹，包括伦敦

塔和威廉王子夫妇住所肯辛顿宫。

该组织今年 7 月证实， 受疫情影

响，37名伦敦塔守卫中多人下岗。

据新华社报道

日本自民党新总裁菅义伟 15

日任命干事长等自民党四大要职，

其中二阶俊博继续留任自民党干

事长。 舆论认为，二阶政治经验丰

富、党内外人脉很广，继续担任干

事长有利于保证菅义伟新政权稳

定。

当天下午， 自民党召开临时

总务会议通过了上述人事安排。

四大要职人事安排包括， 二阶俊

博（二阶派）留任干事长，起用前

总务大臣佐藤勉（麻生派）担任

总务会长、 前选举对策委员长下

村博文（细田派）担任政务调查

会长，由山口泰明（竹下派）接替

下村担任选举对策委员长。 此外，

国会对策委员长森山裕 （石原

派）留任，前总务大臣、无派阀人

士野田圣子担任代理干事长。

分析人士认为， 从自民党权

力中枢人事安排来看， 菅义伟在

党内派阀权力分配中努力寻找平

衡。 在总裁选举中给予他大力支

持的 5 大派阀各占一席之地，同

时也起用了无党派人士。

菅义伟当天表示，“防止新

冠疫情扩大的同时推动社会经

济活动复苏，尽快让国民恢复安

心、 安全的生活是我的使命”。

他希望打造一个为民服务的新

内阁，获得国民信赖，渡过这场

危机。

当天下午， 菅义伟与执政联

盟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举行党

首会谈， 并签署建立联合政府的

协议文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8 月 28

日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 14 日，

菅义伟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当选

新总裁， 他将完成安倍剩余的自

民党总裁任期至 2021 年 9 月底。

作为最大执政党总裁， 菅义伟将

在 16 日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

中成为继安倍之后日本第 99 任

首相。 目前新内阁人事安排正在

紧张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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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 15日报道， 英国牛

津大学牵头的“康复”新冠药物随

机临床试验将招募病人，检验美国

再生元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冠病毒

抗体鸡尾酒疗法是否有效。

英国《泰晤士报》15日报道，新

疗法名为REGN-COV2，是由两种

单克隆抗体组成的鸡尾酒疗法。路透

社报道，其中一种抗体由再生元制药

公司合成， 另一种则从新冠康复者

体内分离。试验预期招募大约 4000

名病患，随机分为两组。 其中一组接

受标准新冠治疗，另一组接受标准以

及REGN-COV2治疗。

《泰晤士报》说，选择这两种抗

体是因为它们附着在新冠病毒刺突

蛋白表面的能力优异， 这从理论上

意味着可阻止病原感染人体组织。

REGN-COV2先前经小规模临床

试验证实安全性良好。 用猴子所作

实验也证实， 这种疗法能降低猴子

肺部病毒数量及其所致损伤。

把两种抗体搭配是一种 “保

险”措施，旨在避免新冠病毒变异过

快导致抗体失效。 一些学者认为，抗

体疗法可避免人们感染新冠病毒，尤

其可能让免疫系统较弱人士受益，

因为这些人通常不适合接种传统疫

苗。“康复”试验获称全球最大规模

潜在新冠疗法试验，受到英国政府

支持，正在英国大约 175家医院面

向新冠重症住院病患展开。 试验项

目先前只针对多种成熟药物 ，

REGN-COV2是首个被纳入试验

项目的专攻新冠病毒的新疗法。

“康复”试验先前已有多项发

现。研究团队今年 6月公布的临床

试验初步结果显示，价格低廉的地

塞米松能把需要呼吸机的新冠重

症患者病亡率降低约三成，是首种

能显著降低新冠病亡率的药物。地

塞米松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皮质类

固醇激素，已广泛用于治疗严重过

敏、哮喘等疾病。 地塞米松治新冠

的药效 9月初再次获得验证。

“康复”试验首席调查员、专

研新型传染病的牛津大学教授彼

得·霍比说， 尽管他们已发现地塞

米松可让新冠病患受益，新冠病亡

率居高不下促使他们 “继续找寻

他法”。 开展“康复”试验就是想

在 REGN-COV2 等“前景不错”

的疗法出现时迅速检验其效果。

路透社报道，同样在今年 6月，

“康复”试验结果显示，传统抗疟疾

药物羟氯喹虽然一度受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吹捧为有潜力扭转抗

疫局面，但对治疗新冠病患无益。

英国要试验新冠抗体鸡尾酒疗法

[图说世界]

日本自民党

高层人事安排出炉

日本东京：机器人实测进行中

据新华社报道 9 月 14 日，在日本东京一处商业设施内，一款机器人同活动参与者互动。

9 月 14 日至 17 日，日本东京都政府在东京一处商业设施内展开机器人实用测试活动。 本次测试包括机器

人引导、检测来客体温、远距离临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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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5 日就

中德欧领导人视频会晤成果答记者

问。

汪文斌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说，9 月 14 日晚，习近平主席同欧

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

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了视频会

晤。 这是年内中欧之间最高层级

的一次重要会晤，也是在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交织的背景下，中欧之

间一次重要的战略沟通。 会晤期

间，中德欧领导人就中欧关系以及

双方在经贸、绿色、数字、抗疫等

领域对话合作深入交换看法，为下

阶段中欧关系规划方向，确定重点

领域， 一致同意加强沟通协调合

作，确保今后中欧之间一系列重大

政治议程取得成功，深化互信，实

现互利共赢，推动中欧关系迈向更

高水平。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欧要

做到 “四个坚持”， 坚持和平共

处、 坚持开放合作、 坚持多边主

义、坚持对话协商，欧方领导人对

此予以积极回应。

汪文斌说， 这次会晤取得一系

列重要成果。 一是中欧双方正式签

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充分体现

中欧双方坚持自由和开放贸易、支

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

承诺， 将为中欧经贸合作发展提供

新的动力； 二是确认中欧投资协定

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重申年内完成

谈判的政治决心， 为下阶段谈判提

供战略指引， 共同释放坚定信心和

积极信号； 三是中欧决定建立环境

与气候高层对话和数字领域高层对

话，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数字合

作伙伴关系， 释放中欧携手应对气

候变化、 共同推进数字合作的积极

信号；四是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加

强全球抗疫合作， 共同促进全球经

济复苏，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

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

题。

汪文斌说，由于历史文化、社会

制度、发展阶段等不同，中欧在一些

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

不会也不应该影响中欧对话合作。

双方同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

神， 加强沟通， 增进客观了解和认

知，聚同化异，建设性管控分歧，坚

持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把

握好中欧关系的主导面和互利共赢

的主基调。

汪文斌说，下一阶段，中方将

落实好此次会晤重要共识和成果，

在坚持和平共处、开放合作、多边

主义、对话协商的基础上，继续推

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

定发展， 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恢

复经济、 维护正义注入更多正能

量。

外交部发言人谈中德欧领导人视频会晤成果:

这是中欧之间一次重要的战略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