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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成见 协调一致行动

“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
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
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
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领导人特别峰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表达“团结和合作”的核
心要义，引发G20领导人的广泛共鸣。

峰会主办国沙特国王萨勒曼表示，
G20 领导人应采取有效和协调一致的行
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各国不能“各
扫自家门前雪”。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各
国拿出了巨大勇气精神来解决问题。韩国
总统文在寅提议，加强国际社会团结和政
策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集结全
球智慧应对疫情……

“G20 领导人特别峰会传递出强烈的
团结与信心，正是现在迫切需要的。”在
法新社看来，“国际社会团结必须被视为
抵御危机的最重要工具。如果G20领导人
能够抛弃成见团结一致，那么各国将会尽
快克服疫情及其带来的影响。”

疫情肆虐多国的现实再次提醒世界，
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没有哪个国家是
安全的“孤岛”，国际社会要展现理性与
智慧，共渡难关。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所说，“现在是相互团结而非孤立的
时候。”

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美国总
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希望各方
加强协调和合作，把特别峰会成果落到实
处，为加强抗疫国际合作、稳定全球经济
注入强劲动力。3月30日，美俄总统在通
话中表示，双方同意通过二十国集团机制
密切合作，共同推动国际合作战胜疫情并
重振全球经济。

“对各国而言，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
与国际社会携手，集中精力抗击疫情，而
非借疫情制造政治对抗或‘污名化’他
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研究员徐秀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指出，“G20 领导人特别峰会最重要的意
义，是向国际社会释放出全球主要经济体
加强团结合作的强有力信号，这对国际疫
情防控中出现的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
思潮是一个强有力的回击。”

加强合作 维护多边主义

3 月 30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宣布，
将向国际社会募集 5 亿美元，用于支持
100 个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并在疫情结
束后帮助这些国家恢复社会和经济发展。
同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
G20 国家，共同努力增加防护用品产量，
避免实施出口禁令，确保公平分配。谭德
塞表示，G20的政治承诺意味着强有力的
团结，有助于以最有力的方式抗击这一大
流行病。

当前，多边主义成为各国落实合作承
诺的重要原则。古特雷斯指出，新冠肺炎
疫情要求 G20 领导人做出前所未有的反
应，首要任务是在世卫组织的指导下制定
疫情应对机制，协调行动，以阻断疫情发
展；同时要促进科研合作，寻找疫苗和诊
疗方法，统筹医疗和防护物资的供应等。

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方支持世界卫生
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制定科学合理防控措
施，尽力阻止疫情跨境传播。建议二十国
集团依托世界卫生组织加强疫情防控信息
共享，推广全面系统有效的防控指南。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联合国应成
为多边应对疫情危机的协调中心。他还呼
吁展开“史无前例的全球合作”，以应对

疫情的负面影响，并敦促G20采取协调一
致的经济行动。

“在 G20 领导人特别峰会声明中，同
一线国际组织迅速果断开展合作、支持增
强世卫组织在协调国际抗疫行动方面的职
责等内容，实际上都在强调坚持多边主
义。”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赵磊向本报记者指出。

赵磊认为，在国际疫情防控中，要注
重发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构
的作用，增强 G20 机制的全球治理能力，
平衡其与其他国家组织的关系。同时，要
通过多边主义平台加强国家间宏观政策的
协调。一国在制定疫情防控政策时，也要
主动兼顾国际社会的关切。

“一段时间来，疫情在全球快速蔓
延，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一定
程度上与各国在疫情防控前期‘各自为
战’、缺乏政策协调有关。”徐秀军认为，
G20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其政策具有很
强的溢出效应。当前，有关国家在出台、
制定疫情防控政策时，要考虑这种溢出效
应，主动承担国际责任。而作为重要的全
球治理平台，G20本身也需进一步增强协
调和执行能力。

驰援他国 携手应对挑战

当地时间3月30日凌晨，中国向委内
瑞拉派遣的抗疫医疗家组抵达委首都加拉
加斯。中方捐赠的检测试剂、防护用品、
药品等物资也一同抵达。这是中国政府向
拉美派出的第一个医疗专家组。

G20 领导人特别峰会声明中写道：
“我们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尤其是非洲和小岛国，面临的严
峻挑战深表关切。”习近平主席承诺，中
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各国分

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
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
及的援助。

在全球合力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中
国说到做到，持续驰援多国战“疫”。在
徐秀军看来，中国不仅立足眼前，提出了
防控疫情和复苏经济的一系列具体举措，
还着眼未来，主张以抗击疫情为契机，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社会树立
了典范。

“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
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
战。”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
罗夫表示，中国心系世界各国人民，积极
提供帮助，展现出负责任大国风范，为世
界公共卫生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新冠肺炎提醒我们有多脆弱，联系有
多密切以及彼此之间有多依赖。”谭德塞感
叹道，“在新冠肺炎这场风暴中心，科学
和公共卫生工具以及谦逊和友善都是必不
可少的。有了团结，谦逊并相互取长补短，
相信我们可以并将共同克服新冠肺炎。”

“G20 是一个桥梁，连通了发达国家
和新兴市场国家。其传递的信息是，解决
全球性问题不能只依靠发达国家，需要世
界各国共同努力。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踩下
疫情‘急刹车’，世界就有可能滑向深
渊。”赵磊指出，世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日益突出，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
延，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

“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这是一个有温
度、有格局的理念，它让人类重新审视今
天的世界，携手结成应对风险挑战的全球
统一战线。”

上图：3 月 26 日，伊拉克巴格达，在中
国援建伊拉克的核酸检测实验室内，中国
专家正在指导伊方检测人员操作核酸提取
仪器。 （新华社发）

3 月 30 日，国际原油价格再次大幅度
下跌。美国 WTI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下
跌超过 7%，跌破 20 美元/桶关口，最低报
19.92 美元/桶，这是自 2002 年 2 月 11 日以
来首次跌至20美元/桶以下。布伦特原油期
货价格一度下跌超过 4%，触及近 18 年新
低。纽约原油一度跌至每桶20美元以下。

分析认为，尽管各国央行纷纷采取刺
激措施，但仍有多重不确定因素影响油价
企稳。

油价“跌跌不休”

“近 1 个月，国际油价变动如悬崖跳
水。目前，国际油价仍处于低位爬行状
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
英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油价下跌引发了美国的担忧。近年
来，美国成为全球主要原油出口国，但当
前原油价格已低于不少美国页岩油生产商
的开采成本。

据美国 CNBC 网站报道，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近日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进行了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
明称，“双方强调，全球能源市场需要保持
稳定，沙特阿拉伯有机会在世界经济面临
严重不确定性时挺身而出，安抚全球能源
和金融市场。”

3 月 30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
统特朗普通电话。据俄罗斯总统官网的公
告，两国总统就当前世界石油市场形势交

换了意见，并约定举行俄美能源部长级磋
商。白宫声明说，两人就国际能源市场稳
定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受此影响，31
日，国际原油价格得以小幅收复失地，美
国原油期货上涨逾 7%。但随着 OPEC+减
产协议到期，国际原油价格恐将继续承压。

市场供大于求

目前，国际原油市场面临严重的供需
不平衡风险。

近 1个月来，产油国分歧未见缓和。3
月初，沙特和俄罗斯未能就减产达成一
致，维持了3年多的减产努力宣告破裂。德
国商业银行报告认为，原油供给侧的“价
格战”仍没有收手迹象。分析认为，沙特
和俄罗斯均有可观的财政储备及强势领导
层，不愿意妥协。此前，美国数次释放调
解信号，但收效甚微。

“世界经济下行抑制了全球对石油的需
求，石油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则加剧了这一局面。此外，
沙特和俄罗斯的石油价格战成为此次油价
暴跌的引爆点。”陈凤英指出。

高盛报告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对经
济的冲击影响，预计本周全球原油需求将
减少2600万桶/日，占需求总量的25%。需
求端对油价的冲击已经超过沙特与俄罗斯
之间的价格战。另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
美国原油战略储备已达存储能力的 90%，接
近饱和，难以进一步消化增量石油。

价格战没有赢家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近日表示，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30 亿人处于封锁状
态，全球石油需求恐将出现“自由落体”
式下滑，预计日需求减少约 2000 万桶。他
呼吁沙特作为今年 G20 轮值主席国，为稳
定全球石油市场提供建设性支持。

陈凤英指出，在这次油价暴跌中，原
则上没有赢家。

英国 《金融时报》 分析，面对当前的
油价，美国的页岩油生产商和加拿大焦油
沙生产商将无利可图，这很可能会迫使美
国页岩油行业迅速进行清算。有数据显
示，近日，美国能源生产商对运营中的钻
井设备进行了5年来最大幅度的削减。

其他产油国日子也不好过。“据法新社
报道，中东产油国伊朗近日宣布向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寻求约 50 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法新社称，这是 1962 年以来，伊朗首次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资金援助。

“中东及南美的石油出口国在油价暴跌
中损失惨重，油价暴跌导致出口收益大幅
减少，将进一步造成这些国家的财政危
机。”陈凤英分析。

“目前来看，油价短期内仍将维持低
位。未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防
控及世界经济逐渐复苏，市场对石油的需
求将会增加。长期来看，油价有可能会逐
步回升。”陈凤英说。

2008 年，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
危机让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聚到一起。二十国集团

（G20）“临危受命”，帮助全球经济
闯过一道难关。自那之后，以中国
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在国际舞台的身影日渐活跃。

12 年后，一场“大考”再次摆
在各国面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加速蔓延，国际合作迫在眉
睫。日前，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
炎特别峰会召开，传递出各国团结
合作应对疫情的积极信号，给慌乱中
的世界吃了一粒“定心丸”。同时，许
多发展中国家在疫情暴发之后迅速
开启互帮互助的合作模式，并为全球
战“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让世界
对这股新兴力量再次刮目相看。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这场疫情“大考”中继续做
好“优等生”，表现出色：国内防疫
有力有效，成果有目共睹；对外援
助用心用情，贡献有口皆碑。中国
不仅为国际抗疫合作注入强劲力
量，更为世界各国树立命运与共、
共克时艰的优秀典范。

面对疫情，中国与许多发展中
国家毫不犹豫携起手来，可贵的合
作精神成为全球战“疫”中的一抹
亮色。中国疫情暴发之初，许多发
展中国家第一时间提供援助，一些
支援虽然力量微薄，却饱含患难与
共的深厚情谊。全球疫情蔓延之
后，中国“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
瑶”，向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捐赠
物资、派遣专家、分享经验，尽显
大国担当。在东盟、非盟等以发展
中国家为主的区域多边合作机制
内，团结协作同样迅速成为抗击疫
情的“主旋律”。

更令人感佩的是，一些发展中
国家还向疫情较严重的发达国家伸
出援手，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中
国为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
牙、法国、英国、美国等国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抗疫支
援；古巴向意大利派遣医疗团队，并允许一艘载有新冠
肺炎患者的英国邮轮停靠；柬埔寨也在多国港口纷纷拒
绝的情况下，允许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威士特丹
号”邮轮入境停靠。

危难时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用实际行动
表明，这股蓬勃发展的新兴力量，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全球
卫生安全体系、为各国人民健康福祉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抗疫贡献值得被看到、被肯定。与此
同时，它们的防疫需求也应被关注、被重视。在 G20 领
导人特别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对发展中
国家提供大规模援助，帮助它们提高应对疫情的能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3 月 29 日公布的数据，疫情已经
影响到全球202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包括不少发展中国
家。尽管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全球疫情的

“震中”也未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但这不意味着可以轻视
发展中国家的防疫需求。相反，考虑到大部分发展中国
家公共卫生体系较为脆弱、医疗资源及救治技术相对不
足、经济社会抵御风险能力不强等客观现实，国际社会
更应保持高度警惕，严防疫情在发展中国家大肆蔓延，
进而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残酷的新冠肺炎疫情让
人们对这一理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更为深刻的体
悟。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唯有紧紧握住彼此的
手，并肩而立，方能筑起阻挡疫情的高墙，共同守护人
类的健康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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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象台G20领导人特别峰会成果亟待落实

全球合力抗疫呼唤“行动派”
本报记者 李嘉宝

环球热点

在3月26日召开的G20（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各方在

加强国际合作、及时分享信息、保障医疗

物资供应、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等方面

达成了诸多共识，向世界传递出全球合力

抗疫的积极信号。

会场外，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发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

北京时间4月1日6时30分左右，全球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85万例，累计死亡

达42032例。

全球疫情急如星火，特别峰会的成果

应如何落到实处？这是国际社会需用务实

行动回答的关键命题。

油价“跳水”冲击世界经济
赵 昊

3月 31日，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院
长布鲁萨费罗表示，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
的增长曲线正趋于平缓，疫情正在进入平
台期，但民众绝不能掉以轻心。意大利民
事保护部门负责人、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
专员博雷利当晚在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天

18 时 ， 意 大 利 新 冠 肺 炎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12428 例，累计确诊病例 105792 例，治愈
病例15729例。

图为 3月 31日，在意大利米兰，工作
人员在清洗米兰大教堂广场地面。

达尼埃莱·马斯科洛摄 （新华社发）

意大利疫情进入平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