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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9月开打 新冠疫苗加强针争议不断
美国新冠疫苗加强针计划

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尔塔病毒，新冠
疫苗加强针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上了
日程。 在仅提供给抵抗力较差的人群

时间 <<

后， 美国计划下个月为所有民众接种。

9月20日起

但是，这一计划却受到不小争议，根据
世卫组织的说法，在第三世界国家仍然

范围 <<
已经完成

难求一针疫苗的情况下，已经占有了绝

辉瑞或莫德纳疫苗两剂接种人群

大多数疫苗份额的发达国家不应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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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更多疫苗。

第二剂接种8个月后
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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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的美国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51%的人口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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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美国7天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为

130121例

2月2日以来新高
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占8月8日14日这一周
全美新增确诊病例的近99%
达到今年

的人群而言。据悉，医疗工作者、疗养院居民
和老年人将是优先接种加强针疫苗的对象，
间隔8个月
这些群体大都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接种
从上个月开始，美国政府采取越来越强 了疫苗。
硬的措施来提高疫苗接种率。在坚持与争议
可以接种加强针的时间，则是在接种完
中，新冠疫苗加强针也要开打了。
辉瑞或莫德纳疫苗第二剂8个月后。美国疾病
当地时间周三，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8日，60%的
心（CDC）主任瓦伦斯基等多名拜登政府医疗 美国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51%的
机构官员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计划自9月20 人口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日起向公众提供新冠疫苗加强针。
针对疫苗的不同种类，FDA此前已批准
此次联合发表声明的官员除瓦伦斯基 免疫力低下者接种辉瑞或莫德纳新冠疫苗加
外，还包括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代 强针。而此前接种强生一剂疫苗的群体，医疗
理局长伍德考克（JanetWoodcock）、美国国 官员表示预计未来也应需要接种加强针，但
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美国国家过敏症 目前尚未有足够数据支持。
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等。
在官员的联合声明发表后，美国总统拜
声明称，根据最新评估，新冠疫苗在预防 登也表示支持这个计划。拜登当天在白宫发
重症、住院、死亡病例方面的效用在未来数月 表讲话称，面对变异新冠病毒，接种疫苗加强
会降低，尤其对高风险以及在早期接种疫苗 针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最好方法”。

德尔塔毒株攻势确实迅猛。根据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截至8月17日，美
国7天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为130121例，达到今
年2月2日以来新高。而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
占8月8日至8月14日这一周全美新增确诊病
例的近99%。
世卫组织反对

在此之前，美国卫生部门并不建议健康
人群接种加强针疫苗，而是优先考虑给免疫
系统受损的人接种加强针，例如癌症患者和
器官移植者。
所以，这份声明也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加强
针态度的转变。受此影响，周三疫苗股莫德纳
跌幅一度收窄至不足1%，至401美元上方，当
天盘初曾跌至386.21美元。辉瑞制药涨幅扩大
至2.3%，刷新盘中历史高位至51.59美元。

作出改变的原因，是实验证明疫苗保护
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官员们在联
合署名的声明中称：“ 现有数据非常清楚地
表明，疫苗的保护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下降。”
当天，CDC公布三项研究显示，尽管新冠
疫苗在预防重症方面仍非常有效，但在预防
感染方面的效用出现显著下降。其中一项针
对1.5万名疗养院人员的研究显示，新冠疫苗
在预防感染方面的有效率在3月、4月、5月均
为74%，在6月、7月降至53%。
不过，加强针也招致不少反对的声音。同
一天，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数
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4日，高收入国家疫苗
接种率为51.15%，而低收入国家疫苗接种率
仅为1.36%。
为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暂停
接种疫苗加强针，向尚未为其卫生工作者和
风险群体接种疫苗的国家提供疫苗。谭德塞
指出，全球国家都应暂停注射加强针，以节省
疫苗，把其放在最有可能患严重疾病和死亡
的人身上。
此外，世卫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
（SoumyaSwaminathan）近日也表示，当前
数据未表明所有人需要接种加强针，应优先
为最脆弱的人群接种疫苗。如果疫苗厂商优
先提供疫苗加强针而让数十亿发展中国家民
众不能获得疫苗，将可能导致“更多变异毒株
出现和更严重后果”。
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则回应称，这是
一个“错误的选择”，如果加强针接种在美国
获批，美国可以两者兼顾，既向美国民众提供
加强针，同时也能将多余的疫苗捐赠给其他
国家。
事实上，早在各国政府有计划地提供疫
苗加强针之前，就已经有人私下给自己注射
额外的疫苗了。在很多人看来，疫苗加强针与
其说是个医学问题，不如说是道德问题。
据菲律宾商报网报道，本月初，有媒体报
道称菲律宾一名议员总共接种了4剂不同的
新冠疫苗。菲律宾卫生部负责人对此表示：
“我们还没有对这些人进行任何法律制裁，但
我希望他们知道，这是不道德的。”该官员表
示，菲律宾仍在努力获得稳定的新冠疫苗供

应，数千万菲律宾人尚未获得第一剂疫苗。
效力几何

也有不少人反对加强针，是因为他们不
相信加强针会增强保护力。作为在南非主导
阿斯利康和Novavax公司疫苗试验的学者，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疫苗学家Shabir
Madhi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在可预见的未
来需要加强针来预防新冠的重症。”
以以色列为例，作为世界上疫苗接种率
最高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已有530万公民接种
了两剂疫苗，并于7月底率先为民众接种加强
针。但根据以色列卫生部的数据，有14名以色
列人在注射疫苗加强针一周后，仍旧被确诊
感染了新冠。其中11名确诊者年龄超过60
—其中两人正在住院治疗，另外3名确诊
岁——
者是由于免疫功能低下而注射加强针的年轻
人。这意味着，加强针也不能完全防止感染。
不过，不少国家仍对加强针效果抱有信
心。英国政府上个月表示，准备从9月开始为
最易感人群提供新冠疫苗加强针，以便在今
年冬季到来前加强对这部分人群的保护；而
德国政府也打算9月起为老年人及免疫力低
下者等易感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近日，莫德纳的联合创始人Noubar
Afeyan预计，未来某一天注射疫苗加强针将
成为常态，或许以后每年都需要打疫苗加强
针，就像预防某种流感一样。Afeyan还说，他
们正在测试一种半剂量的“似乎非常有效”的
加强针。
对于加强针的作用，疫苗专家陶黎纳指
出，定期加强免疫确实是一种方法。可以用相
同的疫苗加强，也可以用不同技术路线疫苗，
后者很可能效果更好也安全。
而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冠病毒，陶黎纳还
提出其他方法。比如可以采用RBD蛋白为抗
原的疫苗。因为RBD蛋白就是病毒与人体细
胞结合的关键蛋白，变异少，一旦变异大了，
病毒就把自己消灭了。此外还可以发展黏膜
免疫的疫苗，这在以往疫苗史上不太被重视，
往往只是锦上添花，但对于新冠病毒，可能会
变成主导力量。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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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暴涨40倍 Robinhood能靠狗狗币多久
作为炙手可热的美国“散户大本营”，
在线券商Robinhood上市20天后，交出了
一份悲喜交加的财报。虽然营收大增，但亏
损加剧的局面还是让投资者心中打鼓了。
一边是借零佣金拉拢年轻投资者群体，另
一边，限制交易的问题让其饱受诟病，好坏
参半的商业模式下，Robinhood的前景并
不明朗。
当地时间周三美股盘后，Robinhood
公布的财报显示，其二季度营收为5.65亿美
元，较去年同期的2.44亿美元飙升超131%，
接近该公司预测的5.46亿-5.74亿美元的区
间高端。
坏消息在于利润，Robinhood二季度
的净亏损高达5.02亿美元，或每股亏损2.16
美元，在公司预测的4.87亿-5.37亿美元的
预期净亏损范围内。而在去年同期，
Robinhood的利润为正值。
对于亏损的原因，Robinhood解释称，
亏损主要是由可转换票据和认股权证负债
的公允价值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很大一部
分损失主要是会计问题。财报显示，二季
度，该公司与可转换票据和认股权证负债
公允价值变动相关的成本总计5.28亿美元。
在用户数方面，Robinhood依然保持
着高速增长。二季度，该平台月活跃用户数
为2130万，同比增长超过100%。去年二季
度，Robinhood报告每月活跃用户为1020
万。
比起这些数据，Robinhood财报中关
于加密货币的部分才是亮点。二季度，该公
司基于交易的收入增长141%至4.51亿美
元。其中，加密货币交易收入占比超过
50%，达到2.33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500万
美元相比，飙升了4560%。而在去年同期，

加密货币在营收中所占份额仅有17%。
2.33亿美元，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股票
和期权交易为Robinhood带来的收入总
和。在二季度，期权交易贡献了1.65亿美元，
股票交易贡献了5200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Robinhood的加密
货币交易收入中，62%来自狗狗币。2018
年，Robinhood首次推出加密货币交易，过
去几年该业务激增。Robinhood提供七种
不同的数字货币交易，包括比特币、以太坊
和莱特币。
对于狗狗币推动收入的问题，Robinhood也做出了警告，
“如果对狗狗币交易需
求下降，而且没有被我们平台其他可交易
加密货币的新需求所取代，那么我们的业
务、财务状况和运营结果可能会受到不利
影响”。
另外，Robinhood还发布了三季度业
绩预警，称在创纪录的二季度之后，交易放
缓可能会影响其三季度的业绩。该公司在
财报中表示：“在截至2021年9月30日的三
个月中，我们预计整个行业的季节性逆风
和较低的交易活动将导致收入下降，新资
金账户比上一季度大幅减少。”
在这份财报公布后，Robinhood股价
在美股盘后跌近4%。而在19日美股开盘
前，Robinhood股价继续下挫，截至北京时
间19日17时，该股跌幅超12%，报43.8美元。
事实上，自上市以来，Robinhood在资
本市场的表现并不稳定，在大起大落之间
徘徊。当地时间7月29日，Robinhood在上
市首日便上演了一出破发，发行价格为38
美元，但截至收盘，跌幅为8.37%，报34.82
美元，跌破发行价。
到了第二周，Robinhood又连续四个

交易日上涨，直至股价翻倍。但没高兴几
天，Robinhood又在8月5日大跌，跌幅高达
超27%，报50.97美元。
虽然零佣金的模式受到不少用户追
捧，特别是年轻用户，Robinhood也因此保
持了用户数的高速增长，但在华尔街眼中，
Robinhood的模式仍然风险不小。
比 如 华 尔 街 分 析 师 Trainer认 为 ：
“Robinhood股票的价值不超过90亿美元，
由于监管风险迫在眉睫、竞争加剧和无差
异化的服务，Robinhood可能无法继续保
持2020年的强劲增长。”
就在6月30日，Robinhood递交上市申
请前一天，美国金融业监管局曾以“系统性
缺失”为由，对Robinhood处以5700万美元
重罚，并勒令该公司向客户支付约1260万
美元的赔偿。
PFOF（订单流返点），是Robinhood的
主要业务模式，即将用户的股票、期权和加
密货币订单发给做市商。这意味着，虽然投
资者在Robinhood上面买股票是零佣金，
但在买卖某些特定的证券品种时，买入价
格可能更贵，因为报价的做市商会给
Robinhood回扣。
但 在 6月 ， 美 国 证 监 会 主 席 Gary
Gensler曾表示，正在审查订单流支付模
式。一些人士猜测，这种模式可能被禁。
此次二季度财报公布后，散户也对这
一问题提出了质疑，如果Robinhood的
PFOF（订单流返点）受到监管，该公司会怎
么办？对此，该公司首席财务官Jason
Warnick表示，Robinhood正努力使其收
入来源多样化，并指出“我们预计PFOF不
会被禁止。”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IMF暂停阿富汗近5亿美元援助

17日，一名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手持武器站在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内政部门口。 新华社/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18日宣布，
暂时冻结阿富汗获得特别提款权等资源
的渠道。
一名IMF新闻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
目前国际社会在承认阿富汗政府方面缺乏明
确性，因此该国将无法获得特别提款权或
IMF的其他资源。
特别提款权是IMF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
国际储备资产，用以弥补成员官方储备不足。
本月初，IMF理事会批准规模为6500亿美元
的新一轮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方案，以增加
全球流动性，并定于8月23日按照现有份额比
重提供给各成员。

据路透社报道，按照现有份额比重，阿富
汗本应获得总额约相当于4.4亿美元的特别
提款权。
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白宫一名官员曾
表示，将冻结在美国的阿富汗政府资产。报
道援引阿富汗央行负责人的话说，阿央行拥
有包括现金、黄金和证券在内价值约90亿美
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约70亿美元储备存放于
美国。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
德17日表示，塔利班目前已完全控制首都喀
布尔局势，法律和秩序已恢复。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