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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 意见不一

据南非《邮政卫报》报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4月23
日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 5月 1日起，针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南非将对当前防疫措施适当调整放松，
实行第四级“封锁令”，并允许部分商业机构重新营业。
他表示，经济的复苏变得刻不容缓。

欧洲国家也在逐步实现解禁。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
道，法国全国实行的“禁足令”计划将于 5月 11日结束。
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此前说：“我们希望所有零售企业都
能在 5月 11日开业。”但他表示，餐馆、酒吧和咖啡馆不
在此列，需对他们实行特殊管控措施。

而据美国彭博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 4 月 23 日表
示，法国实施解禁措施“将不会以区域化的形式进行”，
改变了其曾说的政府可能根据不同地区受疫情影响的程度
逐步解禁的计划。

据德国 《每日新闻》 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已暗示，
德国将于 5月 6日逐步解禁。此前，她曾在政府报告中表
示，不宜快速解禁，从而抹杀德国目前在控制疫情中取得
的成果。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公布
了一项开始重新开放美国经济的计划，尽管专家警告称，
美国距离放宽限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疫情实时监测系统显示，截至美东时间4月28日
晚14时50分，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升至1002498例，死亡病
例为57533例，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都是全球最多。

据美媒报道，美国佐治亚州州长、共和党人布赖恩·
肯普 4 月 20 日宣布了“重启”经济的决定。根据这项决
定，该州政府自4月27日起允许电影院、餐厅、保龄球馆

等商业场所对公众重新开放。
这招致了多方批评。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佐治亚州

首府亚特兰大市市长凯莎·巴托姆曾多次批评州长推动复
工的做法。她警告说，该州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疫情，而

“我无法接受为了经济牺牲生命”。

未达共识 困难重重

“欧美等国的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复工复产时的安
全得不到保障，这对推动复工复产造成困难。”商务部研究
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据美国 《国会山新闻》 报道，美国众议员唐娜·沙
拉拉此前警告，在美国国内疫情尚未完全得到控制的情
况下，“一个州过早解禁，就无法阻止邻近州的感染病
例增加。”

“在各个国家内部，对于复工复产的争议很多，难以
形成共识和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龚婷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以美国为例，各州
政策何时放松主要取决于各州而非联邦。特朗普政府出
于背后的政治考虑，希望尽早推动复工复产，但是公共
卫生界、疫情严重的州 （比如纽约州） 却认为不能急于
复工复产。”

据英国 《卫报》 报道，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此前表
示，任何政治压力都不会对该州解禁的时间表造成影响。

“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高，产业链非常复
杂，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果。”白明指出。

据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报道，已停产1个半月的
德国大众汽车于4月27日起在德国沃尔夫斯堡总部逐步推
进复工复产。此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汽车零部件
供应量的下滑是造成大众在欧洲停产的原因之一。”

据悉，近日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铃木、斯巴
鲁、三菱和大发在内的日本八家车企已经全部宣布将暂停
日本国内的汽车生产。

防疫优先 前景不明

“全球大规模复工复产的最重要前提之一是疫情基本
得到控制。当前各国政府的最关键工作还是应该集中在抗
疫上。这需要各国之间加强信息共享、防控和治疗经验分
享、药物和疫苗研发等领域的抗疫合作。”龚婷指出。

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的新闻发
布会上警告，“最糟糕的时刻尚未到来”。他重申尽管一些
国家已在计划放松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管制措施，但这并
不意味着任何国家疫情的结束。

“顺利实现全球复工复产，还应强调不同生产部门之
间的联动性。”白明指出，“国家之间应携手合作，将相关
产业已复工复产的部门串联起来，疏通全球产业链。”

“中国当前有序并加速推动复工复产具有标志性意
义，也为全球复工复产注入了信心，有助于全球产业链的
修复和稳定。”龚婷分析。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亚洲市场研究机构“丝
绸之路研究”经理维内希·穆特瓦尼指出，数据显示，到5
月，中国大多数企业会百分百复工，不同行业的需求将恢
复60%到100%，这些数据令人备受鼓舞。

“顺利推动全球复工复产，对推动经济复苏、保障民
生和恢复全球产业链有着积极影响。”龚婷指出。

“然而，全球复工复产的前景还不乐观。”白明分析，
“全球实现复工复产依赖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经济
大国的复工复产情况。目前法、德等国疫情缓解，而美国
还未看到疫情得到控制的前景。”

4月 28日，工人在位于法国瓦朗西安纳的丰田汽车公司车间工作。位于法国瓦朗西安纳的丰田汽车公司 4月 23日开始逐渐复
工。工人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佩戴口罩，并在车间、办公室和休息室保持社交距离，公司为工人提供自制防护面罩及消毒免洗洗手液
等防护用品。 （新华社发）

2019 年 4 月 28 日，中国和柬埔寨签署中柬构
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
天 4 月 28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表示，一年来，
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
同努力下，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已取得重要阶段
性成果。

王文天说，该行动计划是一份引领两国关系
全方位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过去一年，中柬高层
往来频繁，战略互信持续加深。中国一如既往支
持柬埔寨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柬方在事
关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照顾中方关
切。“双方成为了真正意义上可相互信赖和依靠
的命运共同体。”

过去一年，中柬互利合作提质增量，经贸关系
加深融合。

王文天介绍说，2019年中柬双边贸易额达 94.2
亿美元，当年中国对柬投资 6.9 亿美元；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对柬累计投资达 79.6 亿美元。西哈努
克港经济特区二期、金边-西港高速公路、援柬国
家体育场等“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和惠民项目扎
实推进。中柬自贸协定第二轮谈判近期以远程视
频方式举行，双方就协定内容达成广泛共识，有
望年内签署。

王文天说，过去一年，中柬执法合作更加密
切，捍卫共同利益能力增强。两国以“2019年中柬
执法合作年”为抓手，在联合打击电信诈骗、网络
赌博、跨国犯罪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柬埔寨2019
年 8月宣布取缔网络赌博，彻底铲除了网赌这一危
害社会并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毒瘤。柬埔寨在中方
境外追逃“猎狐行动”等专项中给予有力支持，一
批重点犯罪嫌疑人被追捕归案。两国克服疫情干扰
如期举行“金龙-2020”中柬联合军事训练，做到

了疫情防控和练兵备战两不误。
王文天说，过去一年，中柬民心相通深入推

进。中柬成功举办文化旅游年、千人友好交流大会
等活动，深化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光明行”医
疗援助项目已使成千上万的柬白内障患者重见光
明。“爱心行”让柬 87名先心病儿童恢复健康。中
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在当地开展
扶贫示范项目，利用中国经验助柬减贫脱贫，受到
民众欢迎。

守望相助、患难与共始终是中柬两国关系最显
著的特点。

王文天对记者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
柬两国始终坚定站在一起，共克时艰。柬埔寨首相
洪森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逆行”访华，表达
对中国的坚定支持。中方投桃报李，向柬派出周边
首个政府抗疫医疗专家组和全球首个军事抗疫医疗
专家组，提供抗疫物资并分享诊疗经验。中国地方
政府、中资企业、民间组织纷纷向柬伸出援手。

王文天表示，中柬两国人员往来频繁，中方会
继续尽己所能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向柬提供抗疫援
助和支持，“作为命运共同体，柬埔寨的疫情一天
不消除，中国对柬抗疫援助就一天不停止。”

王文天指出，虽然新冠疫情暂时给中柬各领
域合作带来了一些阻碍，但携手抗疫让我们对构
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必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和理解。患难与共、共克时艰让中柬传统友
谊在新时期得到了升华，使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疫情过后，两国将会有更
多民众投入到中柬友好的事业中来，为中柬构建
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必将迎来新的更大发
展机遇。 （据新华社电）

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成果
——访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

毛鹏飞

疫情尚未得到控制 多国陆续放松管控

全球复工复产道路曲折
杨 宁 赵 昊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4月23日晚发表全国电
视讲话。他表示，从 5
月1日起，针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南非
将对当前防疫措施适当
调整放松，实行第四级

“封锁令”，并允许部分
商业机构重新营业。此
外，欧洲部分国家及美
国都不同程度解禁封
锁、推进复工复产。

但是由于全球疫情
的影响，复工复产仍受
到掣肘。

环 球 热 点

国 际 简 讯

九国共吁协同拯救欧洲旅游业

欧洲西南、东南部9个国家4月27日发表联合声
明，呼吁欧洲联盟全体成员国协调一致，拯救因新
冠疫情“停摆”的旅游业。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西班牙联合法国、意
大利、葡萄牙、希腊、马耳他、塞浦路斯、罗马尼
亚和保加利亚等旅游业占比较重的国家发表声明，
呼吁欧盟国家团结一致，让旅游业“成为新冠疫情
后经济复苏的关键领域”。

西班牙工业、贸易与旅游大臣雷耶丝·马罗托·
伊列拉建议欧盟制定统一的旅行规则，评估哪些地
区旅游业受影响最严重，利用欧盟现有 1000亿欧元
规模的“短期工作计划”提供员工薪资补助、保护
就业岗位。

以称将对争议地区实施主权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4 月 26 日称，以色列将
在未来数月内对约旦河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
点实施主权。

内塔尼亚胡在当天举行的网络会议上发表视频讲
话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允许以色列对约旦
河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实施主权，“从现在
开始的几个月内，我相信这一承诺将会得以兑现”。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4 月 22 日发表电视讲话
说，如果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任何一块土地”，
巴勒斯坦“决不会袖手旁观”。巴勒斯坦将把与以色
列和美国迄今达成的所有协议视为“完全无效”。

3 月 20 日晚，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现任
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新任议会议长甘茨就组建联合政
府签署协议，协议涉及内塔尼亚胡所提把约旦河西
岸一些地区纳入以色列版图的方案。

哥政府敦促游击队停止犯罪

哥伦比亚和平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4 月 28 日
说，包括哥现存最大的反政府武装“民族解放军”
在内的游击队组织有义务停止犯罪行为。

哥和平事务高级专员塞瓦略斯 4 月 28 日通过
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哥政府要求‘民族解放
军’永久停火，立即释放所有人质和强行征召的
未成年人。”

“民族解放军”4月27日发布公告宣布，因对政
府态度不满，这一组织将于 4 月 30 日后重新武装。
这一组织3月底曾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并考虑到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范围停火，该组织会
在4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单方面解除武装。

塞瓦略斯对此表示，哥人民目前需要齐心协力
“捍卫、保护生命”，“民族解放军”的决定与国家现
实背道而驰。哥民众和中央政府无法理解这一组织
为何宣布将继续采取暴力行动。

秘鲁一监狱发生暴动致9死多伤

秘鲁国家监狱管理局 4 月 28 日说，秘鲁首都利
马一所监狱4月27日发生暴动，造成9名囚犯死亡，
2名囚犯和65名警察受伤。

秘鲁国家监狱管理局发表的公报说，4 月 27 日
中午，利马“米格尔·卡斯特罗”监狱里多名囚犯实
施暴力行动，他们砸坏监狱设施，纵火焚烧床垫，
爬上房顶向下投掷物品，还有人高举标语牌。随
后，200名武装警察进入监狱协助狱警平息暴动。数
小时后，警方控制了监狱局面。

此次暴动造成9名囚犯死亡，2名囚犯和65名警
察受伤。据报道，此次暴动的主要原因是服刑人员
担心新冠疫情在监狱内蔓延，要求监狱方面提供医
疗救助并释放健康状况不佳的囚犯。此外，他们还
要求在疫情期间减免刑期。 （均据新华社电）

因疫情而关闭1个多月的布拉格动物园
4月27日重新开放了部分区域，接待游客数
量每天不超过8500人，且必须线上购票。

上图：4 月 27 日在该动物园拍摄的亚
洲象和亚洲象宝宝。

左图：4 月 27 日在该动物园拍摄的火
烈鸟。

达娜·科什奈洛娃摄 （新华社发）

布拉格
动物园重新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