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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呈加速传播态势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持续刷新，已破900万。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近日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蔓延，导致全球
新增病例增加，入院人数和死亡人数也在增加，新冠病毒
已在全球层面稳固传播。数据显示，目前疫情最严重的美
国、巴西、印度、南非等国仍处于新增病例暴增的状态。
其中，美洲成为全球疫情的重灾区。

在美国，随着各地经济重启和松绑疫情限制令，疫情出
现反弹。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近日刊文称，美国很可能进
入一个贯穿整个夏季的新冠肺炎病例“缓慢发作”时期。专
家预计，随着天气变冷，加上流感季带来的叠加破坏，病毒感
染病例数量将出现新的激增，今年秋冬可能存在更大风险。

拉美地区疫情持续加剧。病例数已破百万的巴西，情
况尤为严重。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病例
数均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相比其它地区，拉美国家疫情的暴发时间滞后，尚
未到达高峰，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
研究所副所长袁东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欧洲疫情防控形势总体继续向好，但仍有聚集性感染事
件不时发生。近日，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滕
尼斯公司肉类加工厂暴发新冠肺炎聚集性感染，已致上千人
确诊。北威州于6月23日宣布，对该厂所在的居特斯洛县和
相邻的瓦伦多夫县实施“封城”措施。几乎同时，葡萄牙总理
宣布，由于疫情反弹，里斯本大区将重新建立防控措施。

警钟也在亚洲响起。韩联社报道称，韩国中央防疫对
策本部本部长郑银敬日前表示，韩国首都圈新冠肺炎疫情
在经历 2 月至 4 月的第一次流行后，从 5 月至今正在面临
第二波流行，并呼吁当地民众做好长期抗疫准备。

为防止疫情再次抬头，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多国已
相继采取防控措施。

此外，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疫情防控压力始终居
高不下。“近期，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以及非洲多国的
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增长很快。由于发展中国家整体
公共卫生体系比较脆弱，经济社会条件相对落后，疫情在这
些国家可能会持续造成更大、更长期的挑战。”北京师范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王磊向本报记者分析称。

防疫面临多重困难

“新冠病毒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冠状病毒，传染性强、危害
性大，病毒非常狡猾，人类对其认识仍然不足。疫情造成了
人类近百年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应对难度
前所未有。”王磊指出，疫情在全球呈现出波浪式扩散的特
性，这增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协调一致防控措施的难
度。尤其是随着南北半球气候的周期性变化，疫情可能会在
南北半球震荡式反复，并在部分国家出现第二次暴发。

袁东振也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疫情没有得到完全控制，都有可能给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
隐患和威胁。

近来，随着部分地区疫情出现缓和，不少国家相继宣布
重启经济、放宽疫情防控措施。如何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各国普遍急需解决的问题。

美联社指出，在各国经历数月的封锁之后，各地开始分
阶段重新开放。“困守室内数周的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冒险
外出，而且往往没有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或穿戴防护装备。”

谭德塞近日表示，许多人对待在家里已经感到厌倦，各
国则都渴望重振本国的社会和经济，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新冠病毒仍在快速传播，且是致命的，大多数人仍然处
于易感状态。

“疫情暴发至今已近半年，各国民众身心都非常疲惫。
随着警惕性下降，各种防控措施可能有所弱化，这给疫情防
控造成了新的风险。此外，随着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日益加
大，各国纷纷放松疫情防控措施，人员和物资流动日益加速，
给疫情扩散提供了可能。”王磊指出，疫情还有可能对其他领
域造成更多外溢性影响。“疫情迟迟难以被有效控制，恶化了
全球和各国经济增长的环境，致使多国本已存在的经济社会
问题更易集中爆发，这又反过来加大了防疫难度。”

专家还指出，部分国家在疫情形势严峻的背景下，依旧
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甚至试
图退出世卫组织，给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造成严重破坏，
毒化了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疫情的良好氛围，给全球团结抗
疫造成巨大困扰。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布伦丹·雷恩表示，人们需要秉持严
谨的科学态度来全面了解新冠病毒，需要具有应对疫情的
责任感，将病毒政治化、标签化对战胜疫情没有任何帮助。

还未到松口气的时候

谭德塞近日表示，目前最大的危险不是新冠病毒本
身，而是国际社会缺乏团结和领导力，这使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行动面临巨大挑战。为此，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
作，团结应对疫情。

“自疫情暴发以来，以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体系发挥积极作用，协调各国疫情防控工作，得到
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虽然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但是人们
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逐步加深，积累了较为有效的诊疗和防
控经验。目前，多国都在加快研发有效药物和疫苗的进
程，并取得了明显进展。”王磊认为，面对新冠病毒已在
全球层面稳固传播的新阶段，国际社会还没到可以歇一
歇、松口气的时候。应对疫情是一场拉锯战，国际社会应
当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建立有效的应对疫情统一战线。

“疫情不是一国之事，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如
果没有国际合作，光凭一个国家单打独斗，肯定不能取得
理想的抗疫成果。”袁东振指出，发挥世卫组织等国际组
织的引导作用，各国在物资援助、经验分享、医疗科研人
员交流等多层次展开深入合作，仍是国际社会应对疫情的
正确方向。

疫情的持续发展凸显出新冠疫苗研发的紧迫性以及开
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截至6
月18日，全球已有13个新冠疫苗处于临床阶段，128个疫
苗在临床前研究阶段。英国 《金融时报》 专栏作者戴维·
皮林评论称，大多数疫苗都是国际合作的产物，“任何一
个国家都不太可能独占新冠疫苗”。

“加快研发有效的治疗药物和疫苗是国际抗疫合作的
重中之重。国际社会应共同维护世卫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
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共享疫情信息和疫苗及药物研发
信息，加快有效药物和疫苗研发的进度。”王磊认为，各国还
应着眼“后疫情时代”，从根本上加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同时加大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政策协调力度。

“疫情已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破坏，超出了公
共卫生的专业范畴。各国只有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力
度，充分发挥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有效作
用，才能减少全球经济震荡，为国际社会抗疫提供充足的
财力和技术支撑，打赢疫情防控的持久战。”王磊说。

世卫组织警告新冠肺炎疫情处于“新的危险阶段”

全球应准备好打防疫持久战
本报记者 严 瑜

世卫组织警告新冠肺炎疫情处于“新的危险阶段”

全球应准备好打防疫持久战
本报记者 严 瑜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数月之后，全球大部
分国家依然深受其扰。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正在加速，世界正处于一个
新的危险阶段。尽管各国都渴望尽快将自身经
济社会发展拉回正轨，但面对仍在快速传播的
致命病毒，世卫组织发出呼吁：所有国家和人
民还需保持高度警惕。

环球热点

国际时讯

非洲启动首个新冠疫苗临床试验

南非金山大学 6 月 23 日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宣
布，南非将从本周起开始开展非洲大陆首个新冠疫
苗临床试验。

试验采用的疫苗由英国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研
制，当前正在英国进行临床试验。

负责南非试验的金山大学疫苗学教授沙比尔·马
迪说，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到当前阶段，开展疫苗临
床试验无论对南非还是对整个非洲来说都具有重要
意义，南非已经进入冬季，公立医院的压力不断增
加，“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新冠疫苗”。

金山大学表示，当前全球范围内有超过100种新
冠疫苗正在研发中，南非一些疫苗研究机构将参与
多种疫苗的研发和试验。

截至 22 日，非洲的新冠确诊病例数已超过 30
万，南非确诊病例数超过10万。

英将试验使用唾液检测新冠病毒

英国卫生部近日宣布，将在小范围人群中试验
性使用一种基于唾液样本的新冠病毒检测技术，以
检验这种方式能否更方便民众完成检测。

卫生部介绍，受试者只需自行把唾液样本存储
在一个采样容器中，这些样本每周会有专人上门收
集，或由用户送至指定地点。实验室将分析这些唾
液样本以判断新冠病毒感染情况，受试者可在 48小
时内获得检测结果。

这项试验日前在南安普敦启动，初期会有超过
14000 名医护人员、大学工作人员及其家人等参与。
采样容器每周会寄送到他们的住所或工作地点。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说，唾液检测可能会
让人们更方便地完成新冠病毒检测，这项试验也有
助于了解这种检测方式能否更早地发现感染病例。

以色列去年军品出口达72亿美元

以色列国防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以
色列国防产品出口额达72亿美元。这一数据与2018
年的75亿美元相比略有下降。

以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虽然面临激烈的国际挑
战和竞争，以色列依旧位于世界前十大国防产品出
口国之列。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依然是以色列最大的国防
产品出口市场，占其出口总额的 41%。而对欧洲市
场的出口额比例为26%；北美市场比例为25%；非洲
和拉美市场比例各为4%。

按其出口的具体产品分类，2019 年雷达和电子
战系统占17%；导弹和防空系统占15%；载人飞机和
航空电子设备占13%；观测和光电设备占12%；无人
机占8%；情报与网络系统占7%。

巴要求印驻巴专员署人数减半

巴基斯坦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要求印度将驻
巴高级专员署工作人员数量减半，并对印方针对巴
方人员的指控表示强烈反对和谴责。

声明说，印度对巴方人员提出毫无根据的指
控，并以这些指控为借口要求巴基斯坦驻印高级专
员署工作人员数量减半。作为回应，巴方决定要求
印方将驻巴高级专员署人员减半。

印度外交部 6 月 23 日发表声明说，印方要求巴
方将巴基斯坦驻印高级专员署工作人员数量减少一
半，同时印度将相应减少驻巴高级专员署人员数
量。声明称巴驻印高级专员署工作人员“参与间谍
活动并与恐怖组织保持往来”，要求巴方在7日内执
行有关减少工作人员数量的决定。（均据新华社电）

综合路透社、法新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六月理事
会近日表决通过一份决议草案，要求伊朗向国际原子能机
构提供两处地点的核查准入。伊朗外交部回应称，该决议
是“非建设性、不负责任和不可接受的”。

决议备受质疑

据德新社报道，这份有关伊核准入问题的决议由英、
法、德三国起草，要求伊朗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伊朗
两处疑似核设施，配合该机构检查人员的工作。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表示，国际原子能机
构不应以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主张和指控为依据。伊朗强烈
谴责英法德提交决议的行为，同时敦促机构从事实出发、
基于合法的依据提出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孙德刚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作出该决议，表明西方大国试
图将国际原子能机构工具化，将伊朗核问题政治化，试图通
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决议使伊朗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与孤立，
以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立体封锁和极限施压政策。美国为私利
联合英法德等西方国家通过了该决议，中俄则投了反对票。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在发言中呼吁，国际
原子能机构和伊朗继续通过对话合作，妥善解决核查准入
问题，避免因此损害伊核全面协议，导致伊核问题重陷

“施压与对抗”的恶性循环。

美国频频搅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表示，如果伊朗不能迅速满足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要求，华盛顿将推动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

美媒分析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近日通过的这份准入
决议，是伊朗政府自2012年以来宣布不与该机构合作的首
份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此举给美国政府推动中止伊核协
议的努力“提供了新的弹药”。

2018 年 5 月，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全面协议，随
后美国政府陆续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严厉制裁措施。近
段时间，美国动作频频，取消对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核项目
制裁豁免，公开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延长对伊常规武器禁
运，表示要彻底毁掉全面协议，给伊核问题解决前景蒙上
阴影。

“美国政府单方面撕毁伊朗核协议以来，美伊关系持续
紧张。作为回应，伊朗自2019年5月起分阶段中止履行伊核
协议部分条款，但同时一直强调多边主义，呼吁国际社会共
同抵制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重回伊核协议多边谈判机制
中。”孙德刚指出，当前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反种族
主义示威活动持续发酵，美国政府试图打出“伊朗牌”转移国
内视线。美国此举或将激起伊朗的民族主义情绪，加深伊朗
对美欧的不信任感，加剧地区动荡与核扩散风险。

对话方能化解

伊朗外长扎里夫近日表示，伊朗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合作中保持完全透明，该机构的15份报告也表明，伊朗履
行了承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近日表示，中方始终支持国
际原子能机构以客观、专业、中立的方式履行对伊保障监
督职责，反对将机构工作政治化。机构明确表示，对伊保
障监督所涉问题既不紧迫，也不具扩散风险，伊方也明确
表达同机构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意愿。在此情况下，中方
不赞成任何人为激化矛盾、引发局势升级的行动。

“伊朗核问题的政治解决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孙
德刚指出，其一，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应重新回到伊核
协议多边机制中。其二，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坚持中立原
则，避免将伊核问题政治化，避免使自身沦为大国地缘政
治斗争工具。其三，世界主要大国应承担起责任，坚持多
边主义和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原则，避免动辄制裁或者以
武力相威胁。

美西方又给伊核问题添堵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关闭的法国奥赛美术
馆于6月23日重新开放。6月22日，法国在除
海外省法属圭亚那外的地区进一步实施疫情
防控解禁措施。

上图：6 月 23 日，人们佩戴口罩在法国
巴黎奥赛美术馆参观。

右图：6 月 23 日，孩子们在法国巴黎奥
赛美术馆欣赏莫奈的名画。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法国奥赛美术馆重新开放法国奥赛美术馆重新开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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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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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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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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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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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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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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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消
毒

作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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