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1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120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25.5

万例。美国从 11月 15日新冠累计

确诊超 1100 万例仅用时 6天就又

增 100 万例，而从 1000 万例增至

1100 万例也仅用时 6天。

近来，美国确诊病例的百万病

例增速一直维持在高位。从 9月 25

日累计超 700 万例至今，每增加

100 万例所用天数，从 21 天、14

天、10天不断缩减至 6天。目前，美

国仍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其确诊病例数、死亡病例数均居

全球之首，其中确诊病例超过全球

确诊病例的五分之一。

美国其他多项疫情指标也连续

刷新纪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 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 20

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92673

例，新增死亡病例 1885 例，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再次刷新全球范围内一

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纪录。这是

美国连续第 13 天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超 10万例。

截至 21 日，美国过去 7 天平

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近 16.5 万例，

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过去 7 天平

均日增死亡病例数也不断攀升，目

前已超 1400 例，为 5 月中旬以来

新高。

近期美国住院病例也在激

增，多地医疗系统面临前所未有

的压力。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起

的追踪全美疫情项目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全美目前新冠住院患

者超过 8.3 万人，为疫情暴发以

来最高纪录。

项目数据显示，美国养老院、辅

助生活机构及其他长期护理机构成

为近期疫情“重灾区”。在截至 11

月 12 日的一周内，各州长期护理

机构共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近 3

万例，较前一周增长了 17%，是该

项目自 5 月底开始统计这一数据

以来的最高纪录。项目方面称，尽管

这一增幅惊人，但由于统计方法等

原因，实际数据还可能更高。

虽然近期美国新冠疫情各项指

标都不断刷新纪录，但该项目方面

表示，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指

标已达到“峰值”。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

员德博拉·伯克斯 20 日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确诊病例

上升的情况明显与以前截然不同，

比以前更快、范围更广。

然而，面对不断恶化的疫情形

势，美国政府并未及时出台强有力

的防疫新举措。

随着感恩节假期的临近，防疫

压力骤增。美疾控中心在一份关于

如何庆祝感恩节的新指南中呼吁

民众不要在假期出行，以降低感染

和传播新冠的风险，并遵守戴口

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

措施。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

会第一阶段会议21日以视频方式举

行。多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强调，世界

各国应秉持多边主义，团结合作应对

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等全球性挑战。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国际社

会迫切需要通过多边合作应对新冠

疫情带给全球的巨大挑战。面对新

冠疫情大流行，世界各国如果没有

“全面、协调、团结的策略”，就不可

能有效应对疫情挑战。他说，从新冠

疫情中获得的最大启示是，人类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共同迎接挑

战，需加强全球医疗系统并共享医

疗资源。他呼吁将新冠肺炎疫苗作

为世界公共卫生产品，通过多边合

作的方式进行分配。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新冠疫情

这样的全球挑战只有通过全球共同

努力才能克服。她呼吁各国支持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并加强

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新冠疫情

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很多人失去

工作和收入，全球经济可能陷入长

期停滞。依托共同应对 2008 年国

际金融危机的有益经验，二十国集

团提出了一系列抗击疫情、恢复全

球经济活力的倡议。协调各国合作

抗击疫情、恢复全球经济增长，以避

免更多的人陷入贫困正是二十国集

团的作用所在。

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希望世

界各国继续携手加强疫情防控，同

时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以防经济持

续恶化。他强调在新冠肺炎疫苗供

给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并呼吁创造任何人都能接种疫苗的

公平环境。他重申，将把定于明年夏

天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东京残奥会

办成安全、放心的运动会。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通过

此次疫情，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全球

性危机中国际合作的价值。全人类息

息相关，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大家庭。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说，新冠疫

情对非洲的打击十分严重，预计今年

非洲经济将收缩 3.2%，这是非洲经

济 25年来首次陷入衰退。他表示，

当前疫情仍在蔓延，各国应朝着包容

性经济复苏的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

中，任何国家都不能被落在后面。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呼吁二

十国集团成员合作应对新冠疫情。

他说，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日益凸显并在疫情中有所加剧。二

十国集团成员应努力建设一个更加

一体化的世界，共同应对疫情带来

的巨大挑战。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各大经济

体共同协调努力有助于各方更快地

从新冠疫情中恢复。他呼吁二十国

集团采取果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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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G20峰会多国领导人强调

团结合作应对疫情和经济衰退等挑战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 22 日批准紧急

使用美国再生元制药公司一种

抗体疗法治疗部分新冠病人。

药管局说，这种疗法同时

运用两种单克隆抗体，适用于

治疗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轻

症及中症成年和 12 岁以上儿

童患者；同时适用于可能发展

为重症或住院的高风险患者，

包括 65 岁及以上人群和患慢

性病的人群。

药管局要求，提供抗体治

疗时，必须保证患者能够获得

紧急医疗服务等，以应对严重

不良反应等情况。

药管局同时强调，对再生

元这种疗法的紧急使用授权不

适用于新冠住院患者，也不适

用于需要接受吸氧治疗的新冠

患者等。

再生元制药公司官网介

绍，这种名为 REGN-COV2

的疗法由两种单克隆抗体

casirivimab 和 imdevimab

构成，旨在阻断新冠病毒感染

人体的过程。这两种抗体以非

竞争方式与新冠病毒刺突蛋白

的关键受体相结合，二者组合

使用，可降低变异病毒躲避单

抗体治疗的能力。

美国新冠病例破 1200万 6?再增百万病例

●     美药管局批准

紧急使用新冠抗体

“鸡尾酒疗法”

11 月

21 ? ， 在

美国纽约，

一名女 子

走过抗 疫

宣传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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