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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生礼来接连刹车 美国新冠药物研发再受挫

国际

荷兰宣布全国“局部封禁”WTO撑腰 欧盟获准对美加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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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完没了的美欧航空制造业补贴

争端，世界贸易组织（WTO）再次画上了一

个休止符：欧盟诉求获得通过，每年最高可

对近4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采取反制

措施。对于欧盟而言，在美国正式对其加征

关税一年后，WTO的这次裁决意义重大，虽

然金额相较于原定诉求有所降低，但也向美

国传递出了绝不坐以待毙的态度。

在市场消息发酵了两周以后，WTO终于

发布了正式的裁决结果。当地时间13日，日内

瓦贸易官员表示，由于美国未遵守WTO对美

国政府补贴波音公司一案的裁决，欧盟每年

最高可对不超过39.9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

务采取反制措施，该金额与2012年9月-2015

年9月期间，美国华盛顿州对波音公司的减税

补贴导致欧盟所受损失相当，包括空客3笔重

大销售损失等负面影响。

作为全球的两大飞机制造业巨头，波音

和空客分别在美国和欧盟的产业中占据着

不可动摇的地位，双方对于波音和空客的庇

护也由此拉开了无休止的争端大幕。

2004年10月6日，美国向WTO提起

诉讼，指控欧盟以各种形式向空客提供

非法补贴；紧随其后，欧盟也采取了同样

的措施，向WTO起诉美国政府向波音公

司提供非法补贴。之后指控和裁决不断。

最新一轮的起诉将加征关税纳入到了

裁定结果中。2019年10月，在WTO的裁定

下，美国正式对75亿美元欧盟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今年2月又把针对欧盟大型民用飞机

的关税从10%上调至15%。

欧盟不甘示弱，于今年7月要求美国立

即取消对空客征收关税的决定。彼时，欧盟

贸易委员菲尔·霍根表示，WTO很快会就欧

盟起诉波音非法补贴作出裁决，如果美国不

愿与欧盟达成和解，欧盟将保留对美国采取

制裁措施的权利。

如今，欧盟终于也扳回一城。虽然美国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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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WTO仲裁员强调，美国的确

通过这一减税政策向波音公司提供了非法补

贴，不利于空客商用飞机的销售。

值得注意的是，近40亿美元的金额相较

于欧盟的要求打了折扣。欧盟此前要求反制

措施限额为每年约85.8亿美元，美国方面则

称应不超过4.118亿美元。根据WTO的裁

定，欧盟现在可以要求WTO争端解决机制

授权其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金额以此次裁

决为准，一旦获得授权即可生效。

不过，欧盟似乎并不打算立即反击。欧

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他将与美国重新接触，“我们最希望的

是协商解决。否则，我们将被迫捍卫我们的

利益，并以适当的方式做出回应”。

当然，这可能并不简单，莱特希泽曾拒

绝了欧盟的所有解决方案，强调美国方面的

诉求为：一是欧盟承诺结束对空客的补贴，

二是货币赔偿。

令事态更严峻的是疫情的冲击，航空业由

此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各国政府都在加紧

补贴。以波音为例，其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三

季度该公司交付了28架商用飞机，但与2019年

同期交付的62架相比下滑了55%。

与此同时，欧盟仍在观望当前的形势。

熟悉欧盟想法的3名官员称，欧盟有可能等

到3周后美国大选结束再说。据了解，欧盟已

经草拟了一份美国产品关税清单。上述官员

称，虽然目标针对的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及

其共和党盟友的重要产业———包括飞机、煤

炭、农产品和海产品，但欧盟可能按兵不动

直至11月3日美国大选之后，看看是不是可

能达成协议。

欧盟的这一打算并不意外，毕竟，与四

处开火的特朗普相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乔·拜登对欧盟的态度要友好得多，其首席

外交政策顾问安东尼·布林肯曾表示，如果

拜登赢得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将结束特朗

普对欧盟发起的“人为贸易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

孙成昊指出，从理念上来说，特朗普一直都

是主张美国优先的，方式比较激进；相较之

下，拜登团队其实已经释放了很多对欧洲有

利的信息，比如在伊核协议、世卫组织等问

题上，其与欧洲的认知是更契合的，不久前

有报道提到英国开始接触拜登团队。

“如果拜登当选的话，至少欧洲与美国

对话的空间会更大，当然也会坚持自己的诉

求，但拜登团队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动不

动就用关税去施压，而是会采取协商等更柔

和的方式。”孙成昊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荷兰首相吕特13日晚宣布，荷兰从14日

22时起实施为期至少4周的“局部封禁”。

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内所有餐馆、咖啡

厅和酒吧将关闭；禁止在20时以后出售酒类

产品以及在公共场所饮酒。

吕特说，政府还将强制要求13岁以上

民众在室内公共空间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戴

口罩。

这是荷兰政府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首

次强制要求民众在特定公共场合戴口罩。

此前，荷兰政府仅仅是“强烈建议”民众

戴口罩。

另据荷兰国家电视台13日报道，荷兰报

告该国首例新冠二次感染死亡病例。

一名患有骨髓癌的89岁女子早前因感

染新冠病毒住院，治愈约2个月后再次发现

感染新冠病毒，两周后去世。

近段时间以来，荷兰新冠疫情持续加

剧。13日的最新数据显示，荷兰过去24小时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393例，创数月来单日新

增病例数新高，累计确诊近19万例。

据新华社

13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人们观看荷兰首相吕特出席新闻发布会的电视画面。 新华社/图

美国的新冠疫苗及药物研发几近全军覆没。继辉瑞、阿斯利康、强

生相继踩雷之后，当地时间13日，礼来宣布暂停其新冠病毒抗体药物

的试验。美国举全国之力，试图在大选之前造出一个“十月惊奇”，现在

看来，数十亿美元之后，新冠疫苗研发依旧未如预期。

激进后的刹车

当地时间13日，礼来宣布，由于存在潜在

安全隐患，美国卫生监管机构已经暂停了该

公司用于新冠病毒抗体药物的后期试验。

礼来公司发言人莫莉·麦卡利表示：“对

礼来来说，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支持此次试

验的独立数据安全监测委员会DSMB提出的

考虑暂停的建议。”消息宣布后，礼来公司的

股价收盘下跌2.9%。

礼来公司的药物是一种被称为单克隆抗

体治疗方法的一部分，这种抗体作为免疫细

胞被制造出来，科学家们希望它能用于对抗

新冠病毒。该治疗方法使用的是美国新冠肺

炎康复者的血液样本。

而就在礼来宣布这一消息的前一天，强

生刚刚证实因参与者出现不明原因的症状，

正在进行的新冠疫苗研究已经暂停。强生公

司在给出的回应是因为“一位参与者出现了

无法解释的症状”，并拒绝提供更多信息。

据美媒报道，一位研究人士认为，强生此

次研究规模已经达到了6万人，在这种规模

下，即使这次的问题可以解决，也可能出现新

的状况。北京商报记者联系礼来、强生进行采

访，截至记者发稿，未收到回复。

据悉，强生是第四家获得美国政府

OperationWarpSpeed支持的三期临床试

验制药商。另三家分别是Moderna、辉瑞和

阿斯利康。

尴尬的是，一个月前，阿斯利康也暂停了

新冠疫苗试验。在9月8日的一份声明中，阿斯

利康表示：“我们已经启动标准审查程序审查

安全数据，暂停疫苗试验。这是一种常规行

为，在调查过程中，一旦在某项试验中出现不

明原因的潜在疾病，就必须采取这种行为，以

确保试验的完整性。”

而辉瑞的研发也不顺利。辉瑞9月15日

表示，该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

研发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中，一些参

与试验的志愿者出现了轻度至中度副作用

反应。

最被美国政府看好、一骑绝尘的Mod-

erna也出现了问题。Moderna在《新英格兰

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新冠核酸疫苗的早期

临床数据后，业内纷纷质疑，试验组人数

少、受试组年龄分布有局限。

重金压阵

Moderna太着急了，美国政府也太着急了。

对于药企接二连三地暂停试验，医药行

业独立评论人谭亚娣评论认为，药物研发具

有不确定性。三期临床研究中止或失败在药

物和疫苗史上是常有的事。针对新冠病毒尚

未有过成功的疫苗，这让新冠病毒疫苗的研

发更加不让人看好。

但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这个结

果并不能接受，毕竟数十亿美元投出去，总要

听个响儿。

今年7月，美国政府向疫苗公司诺瓦克斯

医药提供了16亿美元资金用于新冠病毒疫苗

研发；公开资料显示，阿斯利康从美国当局获

得了至少10亿美元资金用于新冠疫苗研发；

BARDA机构前后为Moderna新冠疫苗实验

提供了高达9.55亿美元的资金……

一个月前，特朗普信心满满地表示，预计

到明年4月能生产出足够的新冠疫苗提供给

“每个美国人”，首批疫苗将于今年晚些时候

获得批准后立即分发。

然而，近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

防备和应对的助理部长鲍勃近日公开表示，美

国公共卫生机构目前仍然缺少足够的资金来

实现为全部美国人提供疫苗的目标。要达到生

产3亿剂疫苗还需要2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白宫新

冠病毒工作组成员的雷德菲尔德也指出，州

政府在疫苗发放上的资金缺口高达69亿美

元。与此同时，雷德菲尔德也对“速成”疫苗的

有效性表示了担忧。雷德菲尔德表示，虽然美

国疫苗会在11月到12月之间供应，但是免疫

几率只有70%，一旦人体无法产生免疫，那么

将会暴露在病毒中，因此，一个疫苗还没有戴

口罩可信。

中国现代国家研究院美国所学者孙成昊

认为，特朗普一直以来都没有用科学的眼光

看待疫情，不仅是疫苗，包括口罩、前期的防

疫政策以及重启经济的快慢与否和开学问

题，都反映出以特朗普为首的白宫幕僚并不

是以科学的角度看待防疫，而是从政治或者

经济的角度看待疫情。“现在看来比较难的问

题就是特朗普后来确诊新冠，白宫那么多人

都确诊，对特朗普来说是一种打击，有些东西

也就不攻自破了，例如现在还是没有有效的

疫苗。”孙成昊说。

欲速则不达

起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还没能在疫苗

乃至各种疗法上盼来“十月惊奇”，毕竟科学

的事由不得政治做主。事实上，受特朗普此前

的多番催促，外界关于疫苗安全性的担忧便

已层出不穷，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卫生机构承

受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这可能冲击疫苗审

批和分配程序，带来不利影响。

很显然，在这次糟糕的抗疫过程中，美国

的两大抗疫机构CDC和FDA已经遭受到了严

重的信任危机。为此，8月末，备受争议的FDA

局长斯蒂芬·哈恩做出保证：任何供公众使用

的疫苗都将在科学和数据的基础上获得批

准，按照哈恩的说法，他们不会基于政治因素

做出决定，“这是一个承诺”。

在这之前，在《金融时报》刊登的一篇采

访中，哈恩表示，FDA可以在三期临床试验结

束前，通过紧急授权快速审批并使用新冠病

毒疫苗，也是因为这番言论导致哈恩遭到了

公共卫生专家的强烈抗议。

在医药专家赵衡看来，特朗普的催促完全

有可能造成新冠治疗药物研发的欲速则不达。

赵衡解释称，平均一种新药研发成功的时间要

长达14年，一款全新的安全有效的疫苗平均也

要大约10年的开发周期，所以目前因为出现一

些临床试验当中的问题导致药企必须暂停研

发也是正常的。就当下的情况看，今年要想研

制出来相关药物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目前各

个药企都在加速研制，但最快也要等一期、二

期、三期的过程走完，时间上肯定没那么快。

在疫苗时间表这个问题上，外界早已不

相信特朗普的承诺了。上个月，雷德菲尔德还

在听证会上对国会议员表示，预计新冠疫苗

要到2021年二季度或三季度才能向公众提

供。此外，一项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与

SurveyMonkey共同发起的调查也显示，

52%的受访成年人表示不相信特朗普有关新

冠疫苗即将推出的言论，相比起来相信特朗

普说法的人只有26%。

尽管特朗普的催促十万火急，但对于企

业来说，哪头轻哪头重或许还是拎得清的。在

孙成昊看来，医药行业有自身产业的规律，即

使特朗普一直催促，但药厂并不止服务一届

总统，它是要对社会负责的，以后一直要做这

个生意，肯定要为自己的品牌考虑，在没有十

足的把握和安全性之前不可能把药物大批量

地拿出来，一旦出现事故企业会受到很大的

影响。在这种层面上看，药企更多的是一种商

业逻辑，而特朗普是一种政治逻辑，这两种逻

辑没办法共存，毕竟药企还要考虑自己自身

的利益。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常蕾

礼来

强生

阿斯利康

辉瑞

Moderna

荩荩 10月13日
礼来宣布，由于存在潜在安全
隐患，美国卫生监管机构已经
暂停了该公司用于新冠病毒
抗体药物的后期试验。

荩荩 10月12日
强生证实，因参与者出现不明
原因的症状，正在进行的新冠
疫苗研究已经暂停。

荩荩 9月8日
阿斯利康发布声明，已经启动
标准审查程序审查安全数据，
暂停疫苗试验。

荩荩 9月15日
辉瑞表示，与德国生
物新技术公司合作
研发的新冠疫苗三
期临床试验中，一些
参与试验的志愿者
出现了轻度至中度
副作用反应。

荩荩 7月14日
Moderna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
新冠核酸疫苗的早期临床数据后， 业内纷
纷质疑，试验组人数少、受试组年龄分布有
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