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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 日

说，春节期间，中方对外提供和援

助新冠疫苗的脚步也没有停歇，向

津巴布韦、土耳其、秘鲁、摩洛哥、

塞内加尔、匈牙利、阿联酋等 7 国

交付了疫苗。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加

强在疫苗、防控等各领域合作，为

夺取全球抗疫斗争最终胜利作出

中国的贡献。

华春莹是在当日外交部例行

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作上述

表示的。

华春莹说，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仍在全球蔓延。正如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所指出的，没有比人民至

上更重要的原则，也没有比生命至

上更优先的考量。中方言出必行，

一直在切实践行习近平主席的重

要宣示，致力于将疫苗作为全球公

共产品，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

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她表示，中方率先加入世卫

组织 “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

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

具”倡议，积极同 10 多个国家

开展疫苗研发合作，共计 100 多

个不同国籍的超过 10 万名志愿

者参与其中。中国加入并支持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应

世卫组织请求，中方决定向“实

施计划”先提供 1000 万剂国产

疫苗，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急

需。中方已向 53 个提出要求的

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中方

支持有关企业向急需获取疫苗、

认可中国疫苗、已授权在本国紧

急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出口疫

苗，已经和正在向 22 个国家出

口疫苗。同时，中国积极发挥产

业链优势，支持和协助其他国家

在华或在当地加工、生产疫苗产

品，助力提升全球产能。中方决

定参加维和人员新冠疫苗之友

小组，并向联合国维和人员捐赠

疫苗。

华春莹说：“春节期间，我们

对外提供和援助疫苗的脚步也没

有停歇，向津巴布韦、土耳其、秘

鲁、摩洛哥、塞内加尔、匈牙利、阿

联酋等 7 国交付了疫苗。匈牙利

等多国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对中国

援助和提供新冠疫苗表示衷心感

谢。”

华春莹表示，在各国政府、企

业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

新冠疫苗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研

发和生产，但也存在亟须解决

“产能赤字”和“分配赤字”的问

题。各方应该携手抵制疫苗“民

族主义”，促进疫苗公平合理分

配，尤其是实现在发展中国家包

括冲突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

性。

“中方开展新冠疫苗国际合

作，就是让新冠疫苗真正成为全球

公共产品。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加强

在疫苗、防控等各领域合作，为推

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夺取

全球抗疫斗争最终胜利作出中国

的贡献。”华春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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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调查显示阿拉伯国家

民众普遍更喜欢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 18 日说，这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中阿友好深入人心的事实，

中方愿意同阿拉伯兄弟继续携手

同行，支持彼此国家的发展和民族

复兴事业，稳步推进在抗疫等各个

领域的务实合作。

国际民意调查机构“阿拉伯

晴雨表”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

告显示，与美国相比，阿拉伯国家

民众更喜欢中国。调查还显示，中

国的外交政策在中东地区国家更

得人心。

华春莹就此表示，这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中阿友好深入人心这

样一个事实。中阿虽然相距遥远，

但始终亲如一家，在古丝绸之路

上就互通有无，在争取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当中并肩战斗

过，现在在各自国家发展建设的

事业当中，也开展了互利合作，书

写了发展中国家心意相通、共同

发展的篇章。

华春莹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袭击，中方向阿拉

伯国家提供了大量抗疫物资援助，

向 8 个阿拉伯国家派出了医疗专

家组，双方举办了 40 多次专家视

频会议。自去年以来，中方同埃及、

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的疫苗

合作进展都非常顺利，有关国家同

中国也进行了密切合作，包括在涉

及中国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问题

上，也给予了中方坚定的支持。中

阿双方携手并肩，打造了物资互

援、经验分享、疫苗研发的合作范

例，成为中阿守望相助、命运与共

的生动写照。

在谈及“为什么中国的外交

政策在阿拉伯国家更得人心”时，

华春莹说，这是因为中方一贯坚持

不干涉内政原则，秉持相互尊重和

互利共赢原则同其他国家发展合

作。

她表示，中方坚持大小国家一

律平等，支持阿拉伯国家为维护国

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所做的努力。

“我们两大民族真诚相待、出入相

友、同甘共苦，信任是牢不可破的，

也是金钱买不到的。”

“我们愿意同阿拉伯兄弟继

续携手同行，支持彼此国家的发展

和民族复兴事业，稳步推进在抗疫

等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在造福中

阿人民的同时，也为捍卫多边主义

和国际公平正义注入更多的正能

量。”华春莹说。

春节期间中方向 7?交付新冠疫苗
将继续同各方加强在疫苗、防控等各领域合作，为夺取全球抗疫斗争最终胜利作出贡献

阿拉伯国家民众更喜欢中国

外交部：中阿友好深入人心

刘秀玲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

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17 日说，一项

研究显示，相比在美国流行的新冠

病毒，最初在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

病毒可能令这两家公司联合研发的

新冠疫苗所产生的抗体水平下降。

不过两家药企同时说，没有证

据表明，疫苗对人体的保护会因变

异病毒降低。

研究由辉瑞制药、生物新技术

公司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院的

科学家联合开展，相关论文发表在

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周刊上。

辉瑞疫苗以新冠病毒刺突蛋

白为靶点，通过向人体输送刺突蛋

白的遗传物质或遗传信息引发免

疫反应。

为研究这一疫苗对变异病毒

的作用，研究人员使用改造后的病

毒，令其拥有和变异病毒相同的刺

突变异，而后以已接种辉瑞疫苗人

群的血液样本做测试。结果发现，

血液中的中和抗体水平相较于常

见新冠病毒所致的抗体水平减少

了三分之二。

路透社报道，由于业界没有确

立疫苗防护的抗体水平基准，因而

不能确定抗体水平减少三分之二

是否会让辉瑞疫苗对这种变异病

毒无效。

另一方面，辉瑞制药和生物新

技术公司说，上述研究结果仅基于

实验室测试，还没有人体临床试验

数据显示变异病毒将减弱疫苗保

护效果。

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院教授、研

究共同作者史佩勇说，要想知道疫

苗对变异病毒是否有效仍有许多

工作要做，包括临床试验。“我们

不知道（疫苗有效所需的）中和抗

体最低水平是多少，我们没有这个

分界线。”

辉瑞和生物新技术公司正在

就最初在巴西发现的变异新冠病

毒做类似疫苗有效性试验。

美国莫德纳公司 17 日在《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类似数据

显示，针对最初在南非发现的变异

新冠病毒，这家药企研发疫苗产生

的抗体水平减少六成。莫德纳公司

先前说，相信所生产的疫苗对这种

变异新冠病毒有效。

陈 丹 （新华社专特稿）

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 17

日警告，在英国发现且传染性更强

的变异新冠病毒正在德国迅速传

播。

施潘告诉媒体记者，疾控机构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

22%的新报告德国新冠病例感染

了这种名为“B1.1.7”的变异新冠

病毒，而这一比例在不到两周前约

为 6%。

截至 2月 15日，德国今年共

报告 4071 人疑似感染在英国发

现的变异新冠病毒，347 人疑似感

染在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施潘认为，“B1.1.7”可能很快

成为德国的 “主要新冠病毒类

型”。

有报道说，在英国发现的变异

新冠病毒传染性比先前的病毒高

35%。

德国政府近期增援各实验室

基因测序工作，以求更好地掌握变

异新冠病毒在境内的传播状况。

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市一家冰

激凌工厂暴发大规模新冠疫情后，

工厂员工及其家属约 1000 人 17

日接受隔离，已有 210 人新冠病毒

检测呈阳性，其中 3人据称感染在

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这家工厂至

少停工到本月 26日。

德新社报道，德国现已“封

城”数月，促使今年以来感染新冠

人数大幅减少。不过，总理安格拉·

默克尔和其他政府高官担心更具

危险性的变异病毒可能使疫情恶

化，因而认为解封为时尚早。

施潘说，解封要“格外小心”，

每天须密切监控疫情状况。

依据现行规定，德国各地餐

馆、商业街店铺和其他非必要设施

停业状态大多持续至 3月 7日。

针对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南

非等变异病毒蔓延的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德国采取严格边境管控措施，

禁止大多数来自这些地方的人员入

境。这一措施持续至3月 3日。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最新数据

显示，德国迄今有 230 万人感染新

冠病毒，其中 66164 人病亡。

变异病毒迅速蔓延，德国担心疫情恶化

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或令辉瑞疫苗效力降低

别忘戴口罩

[?说世界]

?新华社报道 2 ? 17 日，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小城圣马特

奥，街道边的几株景观植物被装饰成戴着口罩的拟人形象，以提醒人们

在外活动时佩戴口罩，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