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比亚东部武装“国民
军”成员 25 日承认，他们上
周误认为一架美军无人驾驶
飞机是由民族团结政府派
出，“错误”地将其击落。

“国民军”指挥部一名不
愿公开姓名的高级成员告诉
美联社记者， 他们误把美军
无人机当做政府一方常用的
土耳其无人机。

按照他的说法，“国民
军” 为这一失误道歉， 并与
“美方达成一致，就首都的黎
波里上空及周边的行动与美
方协调， 避免今后发生类似
事件”。

“国民军”上周还击落一

架意大利无人机。 另一名“国
民军”成员说，他们没有像以
往那样在互联网上发布击落
的美国和意大利无人机照片。

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
2011 年垮台， 利比亚随后陷
入动荡，形成东、西两大势力
对峙局面。 控制东部的“国民
军” 今年 4 月起向位于西部
的首都发起进攻， 与控制那
里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
队交火至今。

美军非洲司令部先前确
认，一架无人机 21 日在的黎
波里执行安全评估和监视行
动中坠毁，25 日拒绝向媒体
透露更多细节。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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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伯格是美国政界 、 商界
知名人士， 过去几届总统选举 ,舆
论都曾关注他是否出马 ,本届也不
例外 。 布隆伯格今年初还表示他
不会参选 ,为何民主党初选之战就
要打响之际又改变主意“参战”?

有分析认为 ,促使布隆伯格参
选的真正原因 ,是他觉得目前在民
调中领先的几名民主党候选人 ,无
论谁 “出线 ”与特朗普对决 ,都没
有十足把握击败特朗普 ,所以他要
出马 。 用 《新共和 》杂志一篇文章
的话说 ,不少亿万富翁都有 “只有
我才能拯救美国 ”的情结 ,布隆伯
格也是。

尽管布隆伯格老骥伏枥 ,热心
要 “帮 ”民主党 ,但无论是民主党
还是舆论氛围 ,对他的出马都疑虑
多过欢迎。 从媒体报道看 ,造成这
种 “不欢迎 ” 气氛的一个重要原
因 , 是民众对富豪们 “权力欲 ”的
反感。

《华盛顿邮报 》援引一名纽约
大学教授的话称 ,虽然过去美国也
有富豪参与竞逐总统宝座 ,但今年

的情况不一样 。 美国社会贫富差
距越来越大 ,科技巨头企业发展又
加剧这一趋势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成为本次大选的一个焦点 ,民调领
先的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
和伊丽莎白·沃伦 , 竞选口号之一
就是 “向富人征收高额税 ”。 这种
背景下 ,亿万富豪们对政治权力的
追求 ,在今年的选举中也格外 “扎
眼”。 对于布隆伯格参选 , 桑德斯
说 ,“抱歉 ,你们不能花钱买选举。 ”
伊丽莎白·沃伦也说 ,“我不认为花
钱买选举是民主。 ”———这实际上

也是很多选民的心态。
这倒是带出了另一个问题 :像

布隆伯格这样的亿万富翁能否

“买下”选举?
对 此 , 美 国 全 国 广 播 公 司

(NPR)21 日的一篇文章认为 ,这种
可能性非常小 。 由于美国法律对
竞选资金有一定要求 ,个人和公司
对竞选人的捐款有一定数额限

制。 所以从全国选举来看 ,要想竞
选成功 ,能够获得多少小额捐款是
个重要的指标 。 比如同样获得

2000 美元捐助 ， 但这笔钱如果是
一个人捐的 ，和是 10 个人每人捐
200 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获得越多
人的小额捐款 , 说明有更多的选
民支持你 ,就会获得更多的选票 。
2008 年的奥巴马在获得草根阶层
的小额捐款方面 , 表现得就非常
出色。

另一方面 ,从美国的竞选历史
来看 ,并不是谁花钱多 ,谁的胜算
就大。 上次选举中 , 希拉里·克林
顿阵营花费是 12 亿美元 , 而特朗
普阵营花费是 6.16 亿美元 , 但结
果是特朗普入主白宫。

此外 , 从富豪自掏腰包参选
看 ,“买下选举 ”的可能性也不大 。
从 1992 年算起 ,美国先后有罗斯·
佩罗 、斯蒂夫·福布斯 、米特·罗姆
尼和特朗普等富豪参选总统 ,他
们每人都自掏腰包几千万美元 ,
除了特朗普之外 , 其他富豪都没
有成功。

对于特朗普的成功 ,分析者认
为 ,一 、特朗普阵营花费 6.16 亿美
元 ,他本人自掏腰包大约 6600 万 ,

占的比例不大 , 主要还是靠募捐 ;
二 、特朗普能当选总统 ,靠的不是
钱 ,而是他的极端政策及其引起的
全国关注 、 他的特立独行引起的
媒体报道。

因此 ,NPR 的分析认为 , 对于
那些超级富豪来说 ,自掏腰包参加
总统选举可“不是个好的投资”,他
们靠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 至
于布隆伯格 ，有分析称 ,他要想成
功 ,还是要依靠他担任纽约市长的
经历 、在控枪 、慈善以及环保等领
域的领导作用积累的名气和人

气。 以这些为基础 ,再加上自己雄
厚的财力 ,大概还有一点希望。

药监系统提升服务能力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构建安全开放创新药品产业体系
文 / 陈泽云 粤药监

布布隆隆伯伯格格 特特朗朗普普

韩国统计局 25 日发布
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超过半
数韩国人认为下一代在社会
阶层中难以上升。 韩联社解
读， 这一结果显示韩国年轻
人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面临
挑战不断加大。

韩国统计局 5 月调查
3.7 万人， 本月 25 日发布的
结果显示，55.5%调查对象认
为下一代在社会阶层中难以
上升；28.9%认为下一代可以
向上流动，远低于 2009 年调
查数据（48.3%）。

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
10 月年龄在 15 岁至 29 岁
的年轻人失业率是 7.2%，远
高于整体失业率 3%。由于韩

国经济长期放缓， 许多年轻
人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因
而选择不恋、不婚、不育。

民调显示，13 岁至 29 岁
人群中，22.8%希望在政府机
构任职，21.7%希望在国有企
业谋职，17.4%希望获得私营
集团的工作。 韩联社报道，许
多韩国年轻人希望当公务
员，缘于工作更稳定。

44.2%的调查对象把工
作和生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
位，这一数字比 2011 年 34%
显著升高。 42%的调查对象
把工作放在第一位，2011 年
这一数字是 54.5%；13.7%视
家庭为重中之重， 这一数字
2011 年是 11.5%。 (王逸君 )

外媒
观察 他的雄厚财力能“买下选举”吗？

过半韩国人悲观看待下一代前景

美国纽约市前
市长迈克尔·布隆
伯格（左图。视觉中
国供图）24 日正式
加入 2020 年总统
选战， 首先将与十
多名民主党竞选人
争夺党内总统候选
人提名。

布隆伯格的竞
选团队说， 他竞选
期间不接受政治捐
款。

迈克尔·布隆伯格正式宣布参选总
统后， 他创立的彭博新闻社随后宣布
调整报道方针， 不做关联布隆伯格和
其他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的调查报道。

彭博社总编辑约翰·米克尔思韦
特 24 日给 2700 名记者和分析师发送
电子邮件，说明报道方针调整。

米克尔思韦特说：“我们将延续不
调查迈克尔（·布隆伯格 、他的家人和
基金会）的传统，这一方针同样适用民
主党其他竞选人。 ”

美联社报道， 彭博社调整报道方针
并非完全不报道布隆伯格竞选总统。 这
家新闻机构会像报道其他总统竞选人一
样，报道民意调查结果、政策主张和如
何竞选等内容，只是不做调查报道。 由
于彭博社社论通常反映布隆伯格的观
点，这家媒体机构在布隆伯格宣布竞选
总统后将不再发表社论， 但会继续播发
专栏作者和特邀作者所写评论。

彭博社承诺不做涉及民主党竞选
人的调查报道，但将继续“调查”唐纳
德·特朗普政府。 （新华社）

因创始人竞选总统

彭博社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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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山， 药品零售企业接受更严
格的飞行检查已经越发成为常态，在
近期组织开展的“两不两直”飞行检查
中， 已有 10 家零售药店被依法撤销
GSP 证书。

在中山， 在政策的帮扶和创新驱
动发展的战略部署下， 生物医药企业
创新开花结果。全球首创、用于治疗银
屑病的非小激素小分子 1 类新药本维
莫德乳膏在这里实现产业化。

在珠海，医药健康行业加速集聚。
药检所硬件大升级，能力大提升，为珠
海国际健康港发展注入强心剂。 而借
助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这个大
平台，中医药正在加速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际传播……

日前，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走
进基层，探访佛山、中山、珠海等地医
药产业创新发展。记者获悉，随着医药
政策的不断推进、 职能部门服务水平
的不断提升，更安全、更创新、更升级、
更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医药产业体系
正在加速形成。

更安全
飞行检查加强风险管控
11 月 19 日上午， 佛山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禅城区局执法员雷栋带队深
入汾江中路北京同仁堂佛山连锁药
店，对该药店进行日常检查。执法员就
该零售药店的主体资格、经营条件、购
售管理、储存管理、广告宣传、质量追
踪等项目进行现场检查。

在日常检查之外，更严格、更独立
高效的飞行检查已经成为广东加强药
品安全风险管控的手段。近期，佛山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全市零售企业
进行了多次“两不两直”飞行检查。 所
谓“两不两直”，即：不得事先告知被检
查单位检查行程和检查内容， 第一时
间直接进入检查现场， 直接针对可能
存在的问题开展检查， 不得透露检查
进展情况和发现的违法线索等信息。

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化科科
长管燕武告诉记者， 佛山市已连续六

年开展全市药品零售企业交叉飞行检
查，在近期，该局随机派出 24 个检查
组对 62 家零售药店进行了现场检查，
查出严重违规经营的企业 10 家，提出
整改要求的企业达 39 家。

更创新
政策帮扶加速成果落地
11 月 20 日， 走进位于中山火炬

开发区广东中昊药业， 陈庚辉博士向
记者介绍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本维莫德
乳膏， 这是全球首创新一代治疗炎症
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非激素类新型
小分子化学药， 是首个治疗性芳香烃
受体调节剂，是国家科技部“十一五”、
“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成果。

这支小小但意义不凡的药膏诞生
背后， 离不开中山市对创新型生物医
药企业的扶持。

本维莫德乳膏为火炬区国家健康
基地园区企业———广东中昊药业有限
公司联合研发、申报和生产。 属于全球
首创、唯一用于治疗银屑病（俗称“牛皮
癣”）的非激素小分子 1 类新药，也是中
山市首个实现产业化的 1 类创新药。

该药的获批上市， 成为中山市委
市政府聚集生物医药着力培育健康产
业、职能部门优化服务营造创新环境、企
业攻坚克难突破核心技术的成功案例，
为中山实施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
驱动”战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和“创新科技成
果转化基地”提供了示范经验。

近年来， 中山市场监管部门围绕
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转方式调结构，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战略的工作部
署， 对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进行重点
帮扶。同时，搭建生物医药服务平台助
推企业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截至目前， 中山的国家健康基地
共实现引进项目 120 多个，“健康基地
在从无到有发展成为国内的佼佼者。”

更升级
检验能力再上新台阶

串联液质仪、气相质谱仪、高效液
相色谱仪……11 月 21 日， 走进位于
珠海国际健康港的珠海市食品药品检
验所， 各种全新的仪器为珠海食品药
品安全监管技术提供着坚定支撑。 该
检验所按照口岸药检所的标准建设，
检测大楼面积达 13000 平方米， 实验
室面积达 10500 平方米， 先后投入资
金达 1.2 亿元。

一批高精尖精密仪器陆续“安
家”，让该所的检测能力迈上新台阶。

据珠海市食检所药品室主任熊瑛
介绍， 新建的珠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洁净检测区域面积扩大， 解决了微生
物检验的短板，同时增加了 PCR 实验
室， 提升了中药材在基因方面的检测
能力；中药标本馆建成，带高清摄像功
能的生物显微镜的购置，提高了该所对
中药材真伪鉴定的能力；气相质谱联用
仪与即将安装的等离子体耦合质谱联
用仪则大大提升对农药残留，重金属迁
移的检测能力；高效液相色谱与质谱联
用仪的投入使用则使该所具备了检测
性激素等非法添加物质的能力。

据悉， 珠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是
首批入驻珠海国际健康港的单位，为
将该港打造成为集生物医药产、 学、
研、销、服务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为吸引优秀研发
项目和企业落地进驻发挥了积极作
用， 将更好地服务珠海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 为珠海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
提供便利条件和有力支撑。

更开放
为企业“造船出海”服务
在珠海横琴新区， 粤澳合作中医

药科技产业园正在加速推进与建设发
展。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融入
湾区发展战略， 一方面积极推动先行
先试医疗健康政策落地， 一方面依托
市食药检所的技术支撑， 加强与产业
园的研发检测机构的协作。同时，不断
强化质量监管、优化登记许可服务，提
升园区企业质量管理水平。

截至今年 6 月底， 产业园累计注
册企业 139 家， 已签约入驻企业 57
家，其中澳门企业 12 家。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园自 2015 年
成立“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以来，借助
澳门的国际化优势， 全面构建以葡语
系国家为切入点的国际交流合作平
台， 带动中医药优质产品和技术走入
葡语国。

“我们已经成功帮助中国内地和
澳门企业的产品在莫桑比克注册，成
功帮助澳门张权破痛油药厂和石家庄
以岭药业这 2 家企业的 2 个产品获得
当地药物部门的上市批文。 ”据粤澳合
作中医科技产业园副行政总裁冯准介
绍， 目前产业园已搭建第二批和第三
批包括福建、 重庆等知名企业和澳门
企业在内的 7 款产品中， 有 4 款产品
的申请文件已获当地政府受理、 进入
审批流程。

德国东部萨克森州首府
德累斯顿知名的“绿穹珍宝
馆”25 日清晨失窃， 藏品损
失可能数以百万欧元计。

萨克森州警方通报 ，绿
穹珍宝馆 25 日清晨遭窃，失
窃物件集中在历史藏品区，
那里有珠宝和其他价值不菲
的艺术品。 警方说，珍宝馆部
分区域已经封锁， 他们仍在
犯罪现场勘查， 还无法提供
具体损失情况， 当天晚些时
候会发布更多信息。

德新社报道， 作为欧洲

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
绿穹珍宝馆位于德累斯顿王
宫内， 大约有 4000 件藏品，
包括欧洲最古老和珍贵的部
分珍宝。 珍宝馆价值最高的
藏品是一枚绿色钻石，重 41
克拉， 正在美国纽约大都会
博物馆展出。

绿穹珍宝馆各藏品区域
通常安保措施严密。 德国《图
片报》报道，嫌疑人先破坏附
近一个配电箱， 继而从窗户
爬进博物馆， 盗走不少小件
珠宝。 （闫洁）

羊城晚报国际评论员 钱克锦

布隆伯格现年 77 岁， 是彭博新闻社创始
人和首席执行官，2002 年至 2013 年出任美国
最大城市纽约市市长。 他先前表明不参加
2020 年总统竞选，24 日改变说法，宣布竞选。

布隆伯格在竞选声明中说：“我竞选总
统，以击败唐纳德·特朗普，重建美国。 ”他
认定特朗普对美国和美国价值观构成威
胁，“如果他赢得下一个任期， 我们可能永
远无法从伤害中恢复”。

布隆伯格的竞选总部设在纽约曼哈顿。
路透社报道， 其他竞选人数月前开始竞选
活动，起跑晚是布隆伯格一大劣势。

就党内初选投票， 布隆伯格打算“跳
过”4 个提前投票州，即艾奥瓦州、新罕布什
尔州、内华达州、南卡罗来纳州，集中精力
备战明年 3 月 3 日及以后投票的各州。

布隆伯格身家超过 500 亿美元，在《福
布斯》杂志美国富豪榜中位列第八。

他打算为竞选投入至少 1.5 亿美元，包

括超过 1 亿美元在互联网打竞选广告； 超过
3000 万美元首轮电视广告；1500 万至 2000
万美元呼吁选民登记，主要目标是少数群体。

布隆伯格没有说他愿意为成为美国总
统花费多少。 高级顾问沃尔夫森说：“只要
能打败特朗普，在所不惜。 ”

沃尔夫森确认，布隆伯格竞选期间不接
受政治捐款、当选总统后不拿工资。

庞大资产一方面让布隆伯格不用担心
经费，另一方面让他承受攻击。

对手之一桑德斯 24 日在新罕布什尔州
竞选时说：“我们不相信亿万富翁们有权买
选举，那就是为什么多名像布隆伯格一样的
亿万富翁在选举中走不了多远。 ”

美联社报道，布隆伯格的纽约市长经历，
尤其是他先前支持警方“拦阻搜身”，得罪不
少有色人种选民。 布隆伯格 17 日为支持那一
政策道歉，但一些人依然质疑他的诚意。

刘秀玲（新华社特稿）

打算为竞选总统至少自掏腰包 1.5 亿
美元，“只要能打败特朗普，在所不惜。 ”

德国“绿穹珍宝馆”遭窃
损失或数百万欧元

利比亚武装“误袭”美国无人机挑挑战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