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裤疑藏抗疫金 巴西议员遭停职
    新华社上午电 巴西罗赖马州参议员

奇科·罗德里格斯 15日遭停职，缘由是警
方调查侵吞政府抗击新冠疫情资金情况，

搜查他的住处并在他内裤里发现现金。
警方 14日搜查罗德里格斯住处，先在

保险箱内发现 1万?亚尔（约合 1780美
元）和 6000美元现金。罗德里格斯请求去

趟卫生间，离开时，一名警察发现他裤子处

有一大块长方形凸起。

警方随后在罗德里格斯内裤里，靠近

臀部处发现多叠钞票，合计 1.5万?亚尔。
警方三次问他是否还藏有现金，罗德里格

斯愤而从内裤中掏出多叠钞票，合计 1.79

万?亚尔。

警方又从罗德里格斯内裤里搜出 250

?亚尔。法官巴罗索在裁决书中说，警方掌

握搜查视频，鉴于“钱藏于内裤深处”，“我
不在报告中展示图像以避免更大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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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疫

情曲线近日再次呈现

上扬趋势，平均每日新增确诊病

例超过 4万例。加州仍是疫情最
严重的州，其次是得州、佛州、纽

约和乔治亚州。这五个州占全美
新冠病例总数的约 40%。流行病

学家凯特琳·里弗斯认为，多项数
据表明，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

前进”。
世界卫生组织 16日表示，随

着北半球冬季临近，全球新冠病
例不断增加，季节性流感和新冠

疫情共同传播可能对卫生系统和
卫生设施构成挑战，建议 5个目

标群体接种流感疫苗。

这 5个群体是孕妇、基础疾
病患者、老年人、卫生工作者和儿

童。世卫组织专家建议，在 5个易
感群体中，卫生工作者和老年人

是新冠大流行期间流感疫苗接种
的最优先群体。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
近期全球新冠病例数快速增加，

特别是在欧洲。上周，欧洲地区报
告的新冠病例数几乎是 3月份第

一个疫情高峰时期的 3倍。

药物治疗疗效甚微
世卫组织表示，由其主导的

新冠“团结试验”中期结果显示，

瑞德西韦、羟氯喹、洛匹那韦/利托
那韦和干扰素等疗法似乎对住院

患者的 28天死亡率或新冠病人的
住院病程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

该项目涉及 30 个国家的

405家医院，共有 11266名成人
新冠患者被随机分配到各个药

物组别，包括瑞德西韦组、羟氯
喹组、洛匹那韦组、干扰素加洛匹

那韦组、干扰素组，以及不使用研
究药物组。结果显示，没有任何

研究药物能明确降低新冠患者
死亡率、开始使用呼吸机时间或

住院时间。

欧洲将开抗疫例会
欧盟国家领导人 16日同意

定期召开视频会议，协调

各国应对第二

波疫情的举措。

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当

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
说：“我们达成一致，几乎每周都

将开会，就如何最好地应对第二
波新冠病毒传播展开磋商。”

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说，
定期举行视频会议，有助于协调

欧盟内部就防疫限制措施、感染

者行程轨迹追踪、疫苗研发和新
冠治疗方面的步伐。

欧盟三领导人隔离
当地时间 16日，芬兰总理桑

娜·马林离开正在布鲁塞尔举行

的欧盟峰会，返回芬兰自我隔离。
她此前曾接触过的一名芬兰国会

议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马林表示，她离开峰会是出

于“预防措施”，并要求瑞典领导

人代表芬兰出席剩下的议程。
马林并不是唯一一位缺席此

次峰会的领导人。当地时间 15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因

接触了一名新冠患者，不得不仓
促离开会场。波兰总理莫拉维茨

基也没有参加此次峰会，他同样
因接触过新冠患者，目前正在波

兰首都华沙接受隔离。

法国参院群体感染
法国媒体 16日报道，法国参

议院（议会上院）本周出现新冠肺

炎群体性感染，目前已经有多名
参议员确诊感染。

据报道，法国参议院从 14日
起开始对每名参议员及其助手和

参议院工作人员进行检测。目前，

在 348名参议员中，有超过一百
人已经进行了核酸检测。与此同

时，参议院不会因出现确诊病例
而停止工作。

德国单日新增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人数连续两天创下该国自疫

情暴发以来的新高。继 15日新增
6638例后，16日达到 7334例。截

至当地时间 16日中午，德国累计
确诊已超过 34.9万。 麦芒

    菅义伟 16日说，希望通过行政改革，让

国民无需前往政府部门即可办理各种手续。

行政业务数字化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菅义伟政府大

力推动数字化改革，源自从应对新冠疫情

中汲取的教训。日本公务员系统目前仍使
用传真收发大部分文件，以至于疫情暴发

后，感染和死亡人数无法及时准确统计。虽
然制定了鼓励人们居家办公的措施，但因

有文件需要盖章，一些企业员工仍要到公

司上班，引发员工普遍不满。
中央政府层面，行政数字化的动向在

加速。厚生劳动省开始接受中小企业员工
在线申请“停业支援金及补贴”。法务省正

在研究废除结婚和离婚申请文件的盖章，
推进网上办理。

地方政府在响应。所有都道府县和除东
京以外的都府县政府所在市，共 93个地方

政府中，近八成已决定废除或正在讨论废
除盖章；若增加在线办理，使办事窗口接触

有所减少，也有望降低新冠病毒感染风险。
宫崎市政府官员说：“以前如果有居民

不带印章就来办理，总是让他们回家拿。如
今改为签名代替，将有助于提升服务质量，

提高办事效率。”富山市政府强调：“这是一
项能让市民实际感受到方便的改革。”

“我将推动数字化，使其成为日本社会

的一大转折点。”菅义伟 16日说。他计划年
底前完成设立“数字厅”的基本方案，明年

年初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远程诊疗常态化
实现数字教育和远程诊疗，将是数字

厅的重要课题。由于疫情扩散导致面对面

诊疗变得困难，日本政府今年 4月第一次
临时批准远程在线诊疗，菅义伟内阁计划

推动这类措施常态化。
除了数字化和行政改革，菅义伟还打

算通过改革中小企业和地方银行，激发经

济增长潜力，通过上调最低工资和下调移
动通信费用，释放消费能力。

《中央日报》分析，菅义伟政府标榜“继
承安倍精神”。前首相安倍晋三立志完成的

“三项课题”中，放宽金融监管、扩大财政开
支已基本达成目标，只有“结构改革”未能

顺利开展。而“结构改革”的核心就是消除
各种规制，为增长创造新动力。

日本 Nissei基础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金
明钟说，“安倍经济政策主要面向大企业和

富人群体，而菅义伟重在为普通人谋福

利”，如果能够通过数字化政策，缓解日本
的“大都市病”，就可以与安倍政府的政策

区别开来，独树一帜。 胡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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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内阁履新满月
“头把火”废盖章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

例已超过 800万例。 截至北京?间今日 6? 23分，全球新
冠确诊病例达 39169713例，死亡病例为 1101468例。 美国是全球
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达 8039642例，死
亡病例为 218448例。

日本首相菅义伟 16日履新满月，“菅式改革”初显轮廓。重
点是借助抗疫推动数字化、规制改革，为经济增长创造新动力。

其中，废除在行政手续中使用印章，减轻民众负担，已经迈
出第一步。

英：做好无协议“脱欧”准备
欧盟峰会明确排除“加拿大模式”

    新华社伦敦 10月 16日电 英国首相

约翰逊 16日表示，由于欧盟峰会排除了与
英国达成类似于欧盟与加拿大全面自由贸

易协定的可能，英国将做好无法与欧盟达
成协议的准备。

约翰逊是在欧盟国家领导人 15日讨
论英国“脱欧”问题后做出上述表示的。他

说，英国从一开始就寻求与欧盟达成“加拿

大模式”的自贸协定，但这次欧盟峰会似乎
明确排除了这一模式，英国将做好准备，接

受像澳大利亚同欧盟那样的贸易安排。

欧盟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大多依循世界

贸易组织的规定，不过对某些产品有特定
协议，澳大利亚目前也正与欧盟就自由贸

易协定进行谈判。
约翰逊曾表示，10 月 15 日将是英国

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如果到
时不能达成协议，“双方应接受这一事实”。

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

巴尼耶表示，谈判尚未结束，欧方将努力工
作“直到最后一天”，他建议英方将谈判持

续到 10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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