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11日，英国康沃尔郡，疫苗联盟活动人士头戴G7首脑形象的头盔，在海滩“争夺”疫苗。七国集团（G7）峰会于11日-13日在英国康沃尔郡举行，英国、美国、法
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领导人就新冠疫情等一系列议题举行会谈。 人民视觉/图

8

以色列“告别”内塔尼亚胡时代从上天到上市 航天商业之战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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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的疫苗承诺能兑现吗

和世界首富一同上天要花多少钱？据

美联社6月13日报道，在蓝色起源（Blue

Origin）公司的电话拍卖会上，与亚马逊

CEO杰夫·贝索斯（JeffBezos）一同飞往

太空的名额在7分钟之内就被一名神秘买

家以2800万美元的价格拿下。

蓝色起源公司是贝索斯旗下的一家

商业太空公司。上周，贝索斯宣布他将于

今年三季度卸任亚马逊CEO，并于7月20

日和弟弟马克一起乘坐蓝色起源公司制

造的航空火箭“新谢泼德”号（New

Shepard）飞往太空。同时，航空火箭中的

另一个座位则以拍卖的方式售出。

据蓝色起源公司网站显示，整个太空

之旅耗时约10分钟。飞行的最高点位于距

离地面105公里的地球亚轨道，接近这个

高度时，飞行器将与火箭分离，之后自主

飞行约3分钟。届时，乘客将处于失重状

态，可透过观景窗俯瞰地球。

和世界首富同游太空听起来显然很

诱人。在正式拍卖开始之前，至少143个国

家的6000多人已经围绕这个名额进行了

为期一个月的竞标。6月12日，正式拍卖以

电话的方式开启，不到4分钟，买家出价就

超过了2000万美元，7分钟时，拍卖以

2800万美元的最终价结束。

目前，最终买家的身份还未公布。不

过业内都猜测，这可能是一位超级富有的

太空迷。

对于此次拍卖，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亚

当·乔纳斯早些时候曾表示，作为知名人

物，贝索斯进入太空，对于探索、投资太空

都有巨大广告效应。

而除了贝索斯之外，英国维珍银河创

始人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Branson）

和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这两位富豪也都有飞上太空的打

算。与此同时，蓝色起源也在与SpaceX、

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竞相开展太空商业旅

游项目。

按照原本的日程，贝索斯将成为三人

中第一个飞上太空的人。但最近有爆料

称，维珍银河可能会在贝索斯之前，首先

将布兰森送入太空。

在贝索斯宣布自己将乘坐飞船进入

太空的第二天，长期经营太空博客

ParabolicArc的博主道格拉斯·梅西耶

（DouglasMessier）发布了一篇报道称，

一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告诉梅西耶，

维珍银河计划在7月4日，在SpaceShip

Two火箭飞机的测试飞行中，把布兰森送

往太空。如此一来，这将使得布兰森比贝

索斯提前两周解锁太空之旅。

这位知情人士还透露，在看到蓝色

起源为其首个载人太空飞行定下日期之

后，维珍银河也按捺不住开始制订自己

的飞行计划。目前，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尚

未得到证实。但是，根据维珍银河发言人

提供的一份声明，该公司也没有否认报

道的内容。

富豪们的太空之争看起来如火如荼。

NASA咨询委员会前成员约翰·洛格斯登

（JohnLogsdon）说：“这看上去很有意

思，这些亿万富翁选择在自家火箭的第一

次太空飞行中给自己找乐子。SpaceX的

星舰也应该快进行轨道测试了。不知道马

斯克会不会也亲自上阵？”

不过，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去

年在被问及时，马斯克当时的回答是：

“应该在2-3年之后。”但同时，SpaceX公

司计划在今年9月让包括亿万富豪贾里

德·艾萨克曼在内的4名旅客乘坐“龙”飞

船去太空轨道飞行。

除了比赛谁先上天，商业航天公司的

上市争夺战也越发激烈。但在这条路上，

维珍银河走在了前面。

两年前，维珍银河在纽交所上市，自

此维珍银河拿下了一个关键的头衔，即全

球第一家公开募股的商业载人航天公司。

上周，维珍银河分拆出来的卫星发射公司

维珍轨道又宣布，正在筹划通过SPAC借

壳上市，估值约30亿美元。

维珍轨道称，当前正在与NextGen

AcquisitionII这家由前高盛合伙人及前

铂金埃尔默CEO领导的SPAC公司进行

借壳上市谈判。预期交易将在今年下半年

完成，之后公司将以EVTL代码在纽交所

挂牌交易。

对比之下，不管是蓝色起源还是

SpaceX似乎都没有上市的打算。对此，通

信专家项立刚分析，私人航天、太空旅游

仍处于新生阶段，目前上市并不是企业主

要的方向。他们仍在继续烧钱，而且预计

短期内不会产生可观的收入。

虽然私人航天的竞争才刚刚开始，但

无论上天与上市，看上的无非都是星辰背

后的“大海”。瑞银认为，到2030年左右，太

空产业的价值可能达到30亿美元。而

NorthernSky预计，到2028年，亚轨道旅

游市场的价值将达到28亿美元，轨道空间

旅游市场价值将达到6.1亿美元。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北京商报2021.6.15

以色列议会6月13日通过由“拥有未来”

党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提出的新一届政府

组建方案，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纳夫塔利·贝

内特随后出任总理。新政府的建立结束了以

色列“政坛常青树”、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

导人内塔尼亚胡连续12年的执政。

当地舆论认为，失去总理职位后，面临涉

嫌贪腐诉讼的内塔尼亚胡为避免牢狱之灾或

展开政治反击，加上执政联盟各党派意识形

态及社会政策取向差异较大，新政府能否稳

定运行尚需观察。

当地时间13日晚，以色列新政府组建方

案以60票赞成、59票反对的微弱优势获得议

会通过。由此，以色列在经历3月23日该国两

年内的第四次议会选举和此后的内塔尼亚胡

组阁失败后，得以避免议会再度解散并举行

第五次大选的政治危机。

新一届政府包括“拥有未来”党、统一右

翼联盟、蓝白党、联合阿拉伯党等8个政党。根

据新政府组建方案，总理一职贝内特担任，拉

皮德任候补总理兼外交部长，两人将在约两

年后轮换总理职位。

贝内特当晚在新政府首次内阁会议上表

示，新政府将努力“弥合民众之间的裂痕”“使

国家恢复运转”。他还表示，为确保“意识形态

多元化的政府”取得成功，新政府各党派间必

须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克制和温和”。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代

德·埃兰表示，新政府是“变革的政府”。首先，

它打破了多年来由利库德集团主导政府的局

面；其次，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首个有阿拉伯政

党参加的政府；第三，新政府中不包括宗教政

党，这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舆论认为，此次8个政党联合组成新政府

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因涉嫌贪腐而受到审判

的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最近几年，涉贪腐案

一直是笼罩在内塔尼亚胡头顶的“乌云”，案

件目前已进入集中审理的关键阶段。失去总

理职位的内塔尼亚胡将无法推动议会修改法

律使其在审判中获得豁免权等特殊保护，他

一旦被定罪将面临牢狱之灾。

不过，支持新政府的党派在议会仅占微

弱优势，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仍是

议会第一大党。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可

能针对新政府进行强力反击，阻止权力交接，

或者作为反对党领导人，利用新政府各党派

间的分歧对其分化瓦解。

内塔尼亚胡13日在议会表示，他将挺身

而出，推翻“危险的左翼政府”，重新领导国

家，“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以色列政治评论员拉维·海赫特认为，只

要内塔尼亚胡的审判还在继续，他就不会放

弃夺回总理职位的努力。考虑到他拥有一大

批坚定的支持者，不排除类似美国国会骚乱

事件在以色列发生的可能。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新政府各方已就一

项阻止内塔尼亚胡再次担任总理的法案进行

讨论。不过，该法案能否通过以及是否会被最

高法院推翻仍不得而知，这使得内塔尼亚胡

未来的命运更加扑朔迷离。

当地舆论认为，短期来看，以色列的中东

政策并不会因内塔尼亚胡的下台及政府轮换

而受到影响。

《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等多家以色列

媒体认为，尽管新政府囊括了中左翼政党特

别是阿拉伯政党，但这并不能推动巴以问题

取得积极进展。

以色列海尔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政府

外交与战略学院研究员哈伊姆·魏茨曼说，新

政府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多样化，内部存在争

议。对于巴以问题，新政府或将保持现状，不

做改变。 据新华社

10亿剂

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

大利，G7终于就疫苗做出了白纸黑字的承诺。

当地时间6月13日，七国集团（G7）峰会在英

国康沃尔郡卡比斯湾落下帷幕。

3天的对话和磋商之后，G7宣布，在抗击

疫情、重建经济、贸易改革、绿色转型等方面达

成一定共识，并以峰会公报的形式予以公布。

“我们于2021年2月开会后，包括在卡比斯

湾这里一再许诺，未来一年内将提供10亿剂疫

苗。今后几个月，我们将和民间部门、G20和其

他国家合作提升捐助量。”G7峰会公报显示。

具体而言，G7承诺，将在未来12个月内通

过捐赠剩余疫苗或向联合国支持的“新冠肺

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提供更多资金，

再供应10亿剂疫苗，同时会合作加强全球卫

生应急体系建设，致力于把科学研发新疫苗

的周期缩短至100天；并将继续大比例出口新

冠疫苗，推广自愿性质的疫苗专利授权，以及

推进非牟利的疫苗生产。

据G7东道主英国首相约翰逊称，将在未

来一年捐赠至少1亿剂剩余疫苗，包括从接下

来几周开始捐赠500万剂疫苗。

美国方面则在几天前就已经承诺，捐赠5

亿剂辉瑞疫苗给COVAX。美国总统拜登说：

“我们将与全球伙伴一起帮助世界走出这场

疫情。”

另外，欧盟成员则同意在2021年底前捐

赠至少1亿剂疫苗。

对于G7的此次承诺，外界看法不一。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分别发

表声明，对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承诺表

示欢迎。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出席峰会前就

曾表示，“让每一个人都尽早接种新冠疫苗符

合所有人的利益，新冠疫苗应成为全球公共

产品，疫苗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问

题急需得到解决”。

在对此表示欢迎的同时，谭德塞也提到，

“我们需要更快地提供更多疫苗。疫苗供应刻

不容缓，生死攸关”。在峰会期间，谭德塞就强

调：“我告诉七国集团领导人，我们面临的挑

战在于，为了真正终结疫情，我们的目标必须

是到明年七国集团在德国举行下一次峰会

前，让全世界70%的人口接种疫苗。”

据悉，要达到谭德塞所说的这个目标，

“需要110亿剂疫苗”。至于今年的全球疫苗接

种目标，谭德塞称，到年底接种各国30%的人

口，而要达到这个接种量，必须在6月和7月提

供1亿剂疫苗，到9月再提供2.5亿剂疫苗。

贫富差距

虽然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她希望此次

峰会能向世界展示“我们不光想着自己”。但

伴随着这次峰会而来的质疑声并不少。

路透社在报道中援引英国前首相戈登·布

朗的话称，G7的承诺更像是“凑份子”，而非真

正的解决方案。伦敦惠康基金会的亚历克斯·

哈里斯则敦促G7领导人展现更多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危机所需的政治领导力。

与此类似，非政府发展和救助组织乐施

会的卫生政策负责人安娜·马里奥特则说：

“如果G7领导人最多能做的就是捐献10亿剂

疫苗，那么此次峰会将是一次失败。”根据乐

施会的说法，相对于全球疫苗需求的巨大缺

口，该计划不过是“杯水车薪”，因为全球有近

40亿人依赖COVAX计划。

目前，随着全球疫苗接种工作的陆续铺

开，无论是数量还是进展，发达国家与贫穷国

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截至目前，COVAX已向全球129国家或

地区分发8100万剂疫苗。Gavi首席执行官塞

斯·伯克利（SethBerkley）提供的数据显示，

平均而言，富裕国家为超过1/3的人口完成接

种，而低收入国家只接种了不到1%的人口。

另外，根据美国杜克大学追踪疫苗购买

情况的全球健康创新中心最新数据，高收入

国家已经订购大约60亿剂疫苗，而其他地区

合计购买约30亿剂。以欧盟为例，辉瑞和

BioNTech公司同意在2023年之前向欧盟供

应至多18亿剂疫苗。

而在美国，疫苗积压问题正在凸显。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全球卫生政策中心

主任莫里森直言，美国将拥有“令人尴尬的”

新冠疫苗积压。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报

告预计，到今年底前，美国或将拥有超过10亿

剂剩余疫苗。

在日前的一个视频演讲中，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也援引数

据称，全球首批交付的10亿剂疫苗中有83%

流向了富裕国家，低收入国家获得的疫苗微

乎其微，仅占0.2%。

过期与报废

当前，全球疫苗是既患寡又患不均，在贫

富国家之间产生差距的同时，疫苗生产和接

种速度又出现了意外状况。

美国目前的疫苗接种已经超过3亿剂，但

随着部分疫苗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民众的接

种意愿下降，疫苗也由此产生了囤积乃至过

期的现象。

上周，据《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数百万剂强生新冠疫苗的有效期将在6

月到期。比如，在阿肯色州，7万剂辉瑞和强生

新冠疫苗6月将过期，俄亥俄州则有20万剂疫

苗在6月23日将过期。

在此背景下，美国药监局6月10日表示，

强生疫苗的保质期从原先的3个月改为4个半

月。“这一决定是基于正在进行的稳定性评估

研究的数据，这些研究表明，在华氏36-46度

的温度下冷藏时，疫苗可稳定保存4.5个月。”

强生公司声明中表示。

不仅如此，疫苗的供给端也问题不断。当

地时间11日，《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食品和

药物（FDA）计划销毁两批由位于巴尔的摩市

的制造厂生产的强生公司新冠疫苗，数量多

达6000万剂。

至于原因，FDA称，涉事工厂先前出现过

诸多问题，包括搞混强生疫苗与阿斯利康疫

苗的原料成分、卫生不达标、生产流程不规范

等，该工厂4月曾被FDA勒令停产。

虽然生产是在美国境内，但该工厂的疫

苗供给到了其他国家，这意味着，部分国家的

疫苗接种遇到了障碍。南非监管机构13日宣

布，将不会分发使用该工厂生产的数百万剂

“问题疫苗”，正与疫苗供应商强生公司商量

换货。另外，欧洲也接收了该工厂的数百万剂

疫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政府曾在5月

宣布，在6月底前将8000万剂疫苗运往海外，

但截至目前，白宫尚未发出一剂。而在这8000

万剂中，有6000万剂来自阿斯利康，后者并未

通过FDA的审批。对于美国的疫苗捐赠计划

而言，这也是一个潜在问题。

在疫苗专家陶黎纳看来，虽然当前全球

疫苗接种在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不算是越

来越大，但关键是承诺要抓紧兑现，“必须给

出时间表”。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千呼万唤之下，G7的疫苗捐赠承诺姗姗来迟———到明年底前提供10亿剂。虽然看似慷慨，但比起贫富国家之间

的差距，这些剂量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远远不够”。而眼下，疫苗生产除了面临产能尚不足之外，还存在

着过期等质量漏洞，对于全球疫情防控而言，这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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