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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晚，一条“23岁女生在货拉拉
车上跳窗身亡”的新闻在网络传播并引
发大量关注。据当事人弟弟介绍，其姐
姐车莎莎于2月6日晚9时左右在货拉
拉平台下单搬家货运服务，上车6分钟
行驶至岳麓区曲苑路段后司机报警称
乘客跳车自杀。

随后警方赶赴现场调查并联系急
救车将受重伤的车莎莎送往医院抢
救。经过 4个小时的手术抢救，车莎
莎当晚暂时脱离生命危险转至重症监
护室。但后续因车莎莎身体又出现多
项恶化，经抢救无效后于2月10日不幸
离世。

21日晚货拉拉发布事件说明称，2
月6日当事司机在乘客跳车后立即联
系了 120急救中心将其送往医院救
治。2月8日货拉拉成立了专项小组积
极负责此事，9日与家属取得联系，11
日与家属首次见面沟通善后事宜但未
能达成一致。

22日上午，记者联系上车莎莎的叔
叔车细强等家属，并进一步了解到事件
详细情况。家属向记者表示：“货拉拉的
回应避实就虚，且协商不成功的原因在
其拒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态度。”

“侄女出事前
没有任何异常”

车细强告诉记者，今年23岁的车

莎莎大学刚毕业，在湖南长沙某公司从
事人力招聘工作。车莎莎叔叔表示侄
女搬家当晚没有任何异常，“晚上9点
多她还在和我爱人聊天说刚装好行
李。”

根据车莎莎同事的群截图显示，
21时24分时车莎莎还在同事群中分享
趣事。“我们都不敢相信在她还在给同
事发消息的6分钟后会跳车自杀。”车
莎莎叔叔表示至今无法理解侄女经历
了什么才会选择跳车。

“司机不按平台导航走
多次偏航”

车莎莎叔叔表示事件中家属最
大的疑惑就是司机为什么会多次偏
航，驶向偏僻路线。家属向记者展示
的平台截图显示，当晚司机并没有按
照货拉拉平台推荐路线向西二环至
枫林路行驶，而是走岳麓大道至下旺
龙路，之后便频繁偏航绕路行驶到曲
苑路上。

“旺龙路、佳园路、曲苑路附近晚
上路灯基本没有，有的路段在夜里甚至
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车莎莎叔叔
告诉记者，侄女跳车的时间与地点都充
满着疑点。

关于司机为何会多次偏航及车内
是否有录音监控等措施，货拉拉官方曾
回应家属称，司机端没有相关录音录像

设备及措施。关于偏航及事件原因，在
11日协商会上家属称得到的司机方解
释是：司机因不懂导航操作致使偏航，三
次偏航后女子选择跳车。

就女子跳车与偏航原因是否相
关，记者向警方及货拉拉方面进行询
问，暂时尚未得到回复。

“直到孩子过世后司机及平台
一直没来探望过”

事发后家属一直在医院守候车莎
莎进行手术与治疗。然而因为伤势恶
化，23岁的车莎莎还是不幸离世。

家属后来向派出所询问调查进展
时得知，因证据不足，涉事司机三天后便
被警方释放，目前警方还在补充调查中。

货拉拉官方说明中提到，2月8日
公司便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积极与家
属进行对接。但车莎莎的叔叔向记者
表示对方与家属取得联系后却一直在
不停改见面时间，没有人到医院探望过
莎莎及家属，直到11日车莎莎去世后
第二天，双方才在民事协商会上见面。

“会上我们才知道涉事司机在笔
录中承认了三次偏航，而他们公司还是
坚持说是自杀，说自己没有任何责任，
直到现在司机和公司都没人来慰问过
家属。”车莎莎的叔叔告诉记者，目前还
在与货拉拉工作人员进一步沟通中。

据《扬子晚报》

女孩货拉拉搬家途中跳车身亡
家属：司机已被释放

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2月
21日说，尽管美国今年年底可能很大
程度上恢复“正常”，口罩恐怕要戴到明
年。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
天发布的统计数据，美国累计新冠死亡
病例已接近50万。

福奇当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记者采访，被问到美国人是否到
2022年仍需戴口罩时，福奇回答说，

“恐怕是这样”。
福奇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

目采访时说，虽然近期美国疫情趋缓是
非常棒的情况，但是“感染水平仍很高，
需要把基线真真正正降低才能认为我
们摆脱了困境”。

福奇说，他无法预测美国何时能恢复
到疫情暴发前的状态，但“进入秋冬季后，
到年底，会在一定程度上接近恢复正常”。

美国疫情近日趋缓，美流行病学
专家认为其原因有二：新政府强化口
罩令、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产生
一定效果；美国新冠疫苗接种量增加，
在民众中建立起一定的免疫保护力。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1日发
布的疫情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
已超过2788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
49.6112万例。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2日从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了解到，“天网2020”行动
共追回外逃人员1421人，其中“红通人
员”28人，监察对象 314人，追回赃款
29.5亿元。

记者了解到，虽受新冠肺炎疫情
等不利因素严重影响，“天网2020”行
动追回外逃人员总数仍创2014年中央
追逃办成立以来第二好成绩，仅次于
2019年，追赃数额与2014年以来的平
均值基本持平。

据介绍，作为“天网2020”行动的组
成部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牵头开展职
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紧盯未
归案“百名红通人员”，把近5年内出逃、
县处级以上、涉案金额较大、群众反映强
烈的职务犯罪外逃人员纳入挂牌督办范
围，加大对国企、金融和扶贫民生领域外
逃腐败分子追缉力度。

在对外执法合作方面，2020年国家
监委对外提出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请求

6项、执法合作请求32项，受理外方提出
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10项、执法合作请

求15项，对外执法合作网络越织越密，不
断挤压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

据新华社电 据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执行中
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
的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已
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
2月22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
射场。

之后，长征五号B遥二运
载火箭将与先期已运抵的天和
核心舱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
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
态良好，工程各大系统正在有
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
《停止销售31批次假冒化妆品
的通告》，其中染发膏有17项，
占比超过一半。涉及的染发膏
品牌有英涛染发膏、苾美斯染
发膏、艾娜斯染发膏、丹缇染发
膏等。除了染发膏，还有诺必
行婴宝护肤霜、康婴健婴儿松
花珍珠爽身粉（四维营养）两款
婴幼儿用品。

为保障公众用妆安全，净
化化妆品市场环境，依据《国

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
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化
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等法规规
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相关经营企
业立即停止销售这 31批次假
冒化妆品，深查深究其进货渠
道，发现违法行为的，依法严
肃查处，涉嫌犯罪的，及时移
送公安机关。

据《中国青年报》

国家药监局发布通告
立即停售31批次假冒化妆品

据新华社电 为进一步规
范医学科研诚信行为，强化医
学科研机构诚信监管责任，国
家卫健委、科技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近日修订了《医学科研
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为医学
科研人员从事研究活动及医学
研究机构诚信规范划出“红
线”，界定了“是与非”的边界，
促进持续改进医学科研氛围。

针对医学科研人员，规范
明确了医学研究活动应当遵循
的基本规范。一是明确了医学
科研行为涵盖科研项目的申
请、预实验研究、实施研究、结
果报告、项目检查、执行过程管
理、成果总结及发表、评估审
议、验收等科研活动全流程。
二是强调医学研究要牢固树立
生物安全意识，在从事致病病
原研究过程做到依法合规。三
是确定医学科研活动有关记录
和数据由所在单位集中保存的
原则。四是明确提出科普宣传
中不得向公众传播未经科学验
证的现象和观点，在疫情防控

期间应当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管
理要求等准则。

针对医学科研机构，规范
突出了其科研诚信主体责任。
一是要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
系。二是加强内部管理制度。
三是加强成果管理，建立科研
成果全流程追溯机制。四是淡
化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
与人员奖励奖金、临床医生考
核等的关系。五是建立科研人
员职业培训和教育体系，加强
对医学科研人员诚信教育。六
是对特殊领域如传染病、生物
安全等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估。

同时，根据当前医学科研
诚信面临的新挑战，规范明确
提出，同意署名的导师、项目负
责人对发生的科研不端行为在
承担管理、指导责任的同时还
要承担同等责任，医学机构对
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意见应当
予以公布，医学科研机构集中
妥善管理医学科研相关原始数
据、生物信息、图片、记录等以
备核查。

国家修订规范
@医学科研人员及机构：“红线”勿踩！

据新华社电 美国联合航
空公司一架波音 777-200客
机 20日从科罗拉多州首府丹
佛国际机场起飞后，飞机右
发动机外壳脱离爆炸起火。
对此，波音公司 21日发表声
明，建议暂停部分波音 777客
机运营。

声明说，目前美国国家运
输安全委员会正在对事故进行
调查，建议在此期间搭载与美
联航涉事飞机同型号发动机
（美 国 普 惠 公 司 生 产 的

PW4000-112发动机）的波音
777客机暂停运营。目前有69
架搭载了这一型号发动机的波
音客机处于服役状态，另有59
架处于库存状态。

波音公司还表示支持日
本航空管理部门以及美国联
邦航空局暂停搭载同型号发
动机的波音 777飞机运营的
决定，并称其正在与监管机构
合作。波音公司同时指出，发
动机检查工作由生产厂商普
惠公司进行。

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
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波音公司建议
暂停部分波音777客机运营

“天网2020”行动

追回外逃人员1421人

新冠死亡逼近50万

美国人恐明年才能摘口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