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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13日
在雅加达总统府接种了中国科兴
公司的克尔来福新冠疫苗，并通
过电视直播展示了自己接种疫
苗的过程。印尼药品食品监督
管理局本月11日宣布，克尔来
福新冠疫苗已在印尼万隆市完
成了Ⅲ期临床试验，有效性高
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0%
门槛，给予这款疫苗紧急使
用许可。

土耳其卫生部长科
贾 13 日接种中国科兴
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科贾当天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中国疫苗是安全

的，土耳其全国医护工作者将从14日
起开始接种中国疫苗。土耳其药品和
医疗设备局当天发布公告，批准紧急使
用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这是土
耳其批准紧急使用的首款新冠疫苗。

阿尔及利亚政府发言人阿马尔·贝
尔希摩尔13日表示，阿1月底将从中国
进口一批新冠疫苗。

塞内加尔卫生部13日凌晨通过其
社交媒体账号宣布，正同中国政府接
洽，预计购入20万剂疫苗，以确保塞内
加尔能顺利展开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马来西亚国有大型制药企业发马
公司12日与中国科兴公司签署新冠疫
苗合作协议。科兴公司将逐步向马来
西亚提供1400万剂新冠疫苗半成品，
与发马公司合作在马来西亚完成疫苗
最终生产。马来西亚科学、工艺和创新
部长哈伊里·贾迈勒丁在签约仪式后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马政府对科兴疫苗
的临床试验数据感到满意，将在近期与
科兴和发马签署疫苗采购协议，希望马
药品监管部门尽快批准使用。

巴西卫生部长爱德华多·帕祖洛7
日宣布，巴西联邦政府已与圣保罗州布

坦坦研究所签订协议，计划购买1亿剂
由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克尔来福新冠
疫苗。巴西圣保罗州政府和布坦坦研
究所2020年12月23日宣布，克尔来福
新冠疫苗具备有效性。

秘鲁总统萨加斯蒂6日在向全国
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秘鲁已与中国国
药集团达成购买该集团生产的新冠灭
活疫苗协议，首批100万剂疫苗将于1
月底抵达秘鲁。萨加斯蒂日前在接受
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国药集团研
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是安全的，必要时他
会接种中国疫苗。

泰国卫生部3日发表公报说，泰国
政府已与中国科兴公司签署新冠疫苗
订购协议，采购200万剂新冠疫苗。

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部长哈拉·扎
耶德2日表示，埃及正式批准在埃紧急
使用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中
国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
科学认证。埃及医生联合会秘书长乌
萨马·阿卜杜勒-哈伊2020年12月28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
产的灭活新冠疫苗使用了传统技术，
生产工艺较成熟，安全性、可信度较
高，易于使用。

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网站2020年
12月30日发布的消息，乌卫生部与中
国科兴公司签署了新冠疫苗采购合同，
中方将向乌方提供191万剂科兴公司
生产的新冠疫苗。

巴林国家卫生监督管理局2020年
12月13日宣布，正式批准中国国药集
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在巴林注册上
市。此项决定是基于该疫苗在数国进
行的临床试验数据及多家权威机构的
审查和评估做出的。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和预防部
2020年12月9日宣布，给予由中国国
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正式注
册。卫生和预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对
Ⅲ期临床试验的分析表明，该灭活疫苗
对抗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率为86%。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在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方面表现良好

多国青睐中中国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电 海关总署14日发布

数据，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在新
冠肺炎疫情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多
重压力之下创历史新高，成为全球唯一
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
司长李魁文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外贸进出
口从2020年6月份起连续7个月正增
长，全年出口17.93万亿元，增长4%；

进口14.23万亿元，下降0.7%；贸易顺
差3.7万亿元，增长27.4%。

“国际市场份额也创历史最好纪
录，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进一步巩固。”李魁文说，根据世界贸易
组织和各国已公布的数据，2020年前
10个月，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国际
市场份额分别达到 12.8%、14.2%、
11.5%，比历史最高值分别提升0.8、0.4
和0.7个百分点。

我国2020年成为全球唯一实现
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据新华社电 韩国大法院（最高法
院）14日对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
案和收受国家情报院“特殊活动费”案
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朴槿惠20年有期
徒刑。

朴槿惠此前在干涉国会选举案中获
刑2年，加上本次判决刑期，须累计服刑
22年，刑期从2019年4月17日算起。

韩国大法院当天还判处朴槿惠缴

纳罚金180亿韩元（约合1亿元人民
币），并追缴35亿韩元（约合2074万元
人民币）。

韩国司法系统采取三审终审制。
“亲信干政”案和收受国家情报院“特殊
活动费”案在一审和二审中曾分开审
理，后又合并重审。此次终审判决，维
持了2020年7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作
出的二审重审判决。

朴槿惠终审被判20年徒刑

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全球对疫苗翘首以
盼。在各方携手推动
下，中国新冠疫苗研发
工作跑出“加速度”。目
前，中国疫苗已被证实
在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方
面表现良好，多个国家
和地区已批准中国新冠
疫苗注册上市或紧急使
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
与中方达成了疫苗采购
协议。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
安全管理局13日正式致函特斯拉公
司，要求后者召回约15.8万辆Model
S和Model X电动车，认定两款车的
触摸屏存在缺陷，可致安全风险。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以
下简称管理局）初步认定 2012 年至
2018 年款的 Model S 和 2016 年至
2018 年款的Model X“存在一项缺
陷，关联汽车安全”。

美联社报道，美国车主先前向管理

局投诉Model S和Model X触摸屏
黑屏，这一监管机构去年6月启动调
查，数月后将调查升级为工程分析，认
定上述批次汽车触摸屏有缺陷，5到6
年内可能出故障。

管理局说，触摸屏故障可致汽车后
视摄像头画面缺失、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丧失鸣响和提醒功能。驾车人将无法
使用挡风玻璃除雾、除霜功能，如果遭
遇恶劣天气、能见度差，事故风险将会
增加。

美要求特斯拉召回15.8万辆车

▲14日，在印度尼西亚雅
加达的一家医院，一名医卫工
作者在接种中国科兴公司的克
尔来福新冠疫苗前留影。

（新华社发）

逆行者——
抗疫路上有你也有我

2020年，面对疫情，江苏体彩人
响应号召，行动起来，在抗疫的一线
化身一位位逆行者用实际行动为抗疫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省体彩中心紧急决定将原用于体
彩品牌宣传的帐篷、遮阳伞、便携桌
椅等物资拿出来，捐赠给全省防疫一
线。2020年2月10日一早，物流公司
的工作人员就到仓库进行物资分拣、
装车，将3000余件、重达45吨的物
资发往全省50多个指定位置。根据统
一安排，从2月12日起省体彩中心党
员干部及志愿者在无物管的永庆村、
怡景花园、广州路 211 号等小区值
守。为了降低休市对体彩网点造成的
影响，省体彩中心发放了疫情防控网
点专项补贴2580万元，以实际举措暖
心帮扶江苏省内所有体彩网点共克时
艰、共渡难关。

此外，江苏各地体彩人也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奔跑在战“疫”路上。

南京体彩为江苏对口援助城市黄石市
募集善款，共募集善款19万多元。苏
州市吴江区05523体彩网点业主朱先
生采购了5吨84消毒液，分别捐赠给
吴江十几家企事业单位，用于灾情之
后复工消毒使用。像这样的事迹，在
防疫期间数不胜数。

后浪——
欢迎你，体彩乐小星

2020年，“90后”的中国体育彩
票青春正盛。体彩的公益巨轮，在由
数以千万计的购彩者组成的“浪花”
陪伴下，欢快地前行。

6月，江苏购彩者欢度了第五个
“6·16江苏彩民节”，在“5周年光芒
焕新·点亮健康江苏”节日主题引领
下，“浪花”们走进体彩实体店参与全
民健身活动，线下运动、线上打卡，
一起“点亮健康江苏”。

10月，体彩吉祥物乐小星聚光而
来。作为“后浪”，软萌可爱的乐小星
不但带来了灵动的“微信表情包”，更
凭借着“公益大闯关”“盲盒抽抽乐”

等潮酷的互动活动，为体彩公益巨轮
召集了更多的青春“浪花”。同样是在
10月，“微光海洋”公益平台在中国体
育彩票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讲述体
彩公益故事、呈现公益体彩的爱心善
举，“浪花”们尽展笑颜。以爱之名，
汇聚微光的力量，“微光海洋”公益平
台还将和“浪花”们一起解锁更多公
益项目，为更多人点亮美好人生。

飒——
公益金助力5000万元体育消费券

2020年，江苏体彩勇毅笃行，彰
显国家公益彩票本色，荟集那些来自
普通人的看似渺小的璀璨光芒，为美
好发声，传递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这一年，体彩公益金继续为群众
体育发展和竞技体育腾飞贡献力量。
从新建改建的体育场馆、体育公园到
老百姓熟悉的“体彩杯”赛事，从城
市到乡村，随处可见体彩公益金的身
影。为助力经济复苏，提振江苏体育
消费市场，2020年江苏省体育局从省
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安排发放5000万

元体育消费券，积极引导公众参加体
育锻炼、推广健康生活理念。

这一年，江苏体彩的公益脚步从
未停歇。“体彩爱行走”第六季温暖落
幕，参与人次持续新增，6年累计募集
148万元“体彩爱心基金”；继续支持

“儿童健康成长计划”和“爱心储蓄
罐”项目，帮助困境少年成长；“暖冬

季”“助学季”“关爱季”主题活动贯穿
全年，各地体彩人把关爱送到需要的人
群身边；“江苏体彩公益行”通过一系
列惠民举措，广泛营造“全民健身、科
学健身”的良好氛围。

乘风破浪——
“责任彩票”任重道远

2020年，江苏体彩在建设“负责
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
益彩票”的目标引领下，在“浪花”
们的守护下，在责任彩票建设的征途
中乘风破浪。

踏浪前行的道路上，“浪花”们时
刻都能感受到来自江苏体彩的温暖回
应。2020 年 8 月，《中国体育彩票
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江苏省）》发
布，这是江苏体彩自2017年以来，连
续第三年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报
告中的每一个数据、每一段文字，以
最温暖、最有力的形式，回应“浪
花”们的真诚付出。

在“浪花”们的支持下，江苏体
彩踏浪前行的征途一路迎来收获：通过
国家体彩中心责任彩票等级三级评定、
荣获江苏妇女儿童慈善“杰出贡献单
位”称号、《2020年“6·16江苏彩民
节”宣传案例》获江苏省体育宣传最佳
宣传案例……点滴收获，每一朵“浪
花”都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也正因
如此，每一份荣誉都弥足珍贵。百舸争
流，奋楫者先。2021年，江苏体彩将
携手“浪花”们，在“责任彩票”建
设的征途中继续砥砺前行。

砥砺前行，汇聚公益的力量
——2020江苏体彩年度盘点

2020年，江苏体彩全年实现销售195.51亿元，继续蝉联全国体彩业界第一，筹集公
益金52.18亿元（含弃奖），上缴中奖偶得税约3.20亿元。

砥砺方寸间，初心不改。一串串数字背后，是坚守、成长、温暖与担当。这一年，江苏
体彩严抓疫情防控，继续突出“责任彩票”建设，强化以公益公信为核心的品牌管理，各项
工作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在这跌宕起伏的一年，我们携手并
肩，终能越过山丘，燃起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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