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快速攀升，英国政府
改变了此前争议较大的“宽松”应对措施，持续提升抗疫
力度。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英国面临更艰难抉择。首
相约翰逊甚至表示，如果人们还是不听从有关“保持社交
距离”等指引，政府将考虑引入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加征关税政策给美国应对疫情“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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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考虑推迟东京奥运会
四周内做出决定

告别“佛系”抗疫

英国抗疫措施升级

“对这些（从中国进口的医
疗）产品加征关税将造成供应短
缺，进一步加剧危机时期的公共
卫生挑战。这将严重限制各级政
府和商业医疗供应链在紧急事件
期间的应急响应能力。”在 2018
年 8 月美国政府拟对从中国进口
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开听证会
上，美国卫生行业经销商协会会
长马特·罗恩曾发出这样的警告。

“中国是我们进口医疗产品
的前三大来源之一……尤其是手
套几乎 100%在中国生产，其他一
些个人防护装备也是如此。”在
2019年6月的关税听证会上，美国
卫生行业经销商协会副会长琳
达·奥尼尔继续恳请美国政府不
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医疗用品加征
关税，因为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替
代中国的制造生产能力。

然而，美国政府不顾广大企
业和消费者的强烈反对，执意对
从中国进口的一系列医疗用品加

征关税。眼下，罗恩和奥尼尔的
担忧正成为现实。受新冠肺炎疫
情在美国扩散蔓延和美国政府对
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等因素影响，
美国正面临口罩、手套、呼吸机、
防护装备等医疗用品供应短缺的
紧迫挑战。

前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美国
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查德·鲍恩近期发表的一
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已对
从中国进口的约50亿美元医疗用
品加征关税，约占美国进口全部
医疗用品的26%。其中，可能用于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约11亿美元
中国输美产品被加征25%的关税。

鲍恩表示，虽然美国政府已于
3月 10日和 12日“悄悄”暂时豁免
对中国输美部分医疗产品加征关
税，但这只覆盖一小部分紧急需要
的医疗产品，应对疫情效果有限。
他认为，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
政策是造成当前美国医疗用品成

本上升、供应短缺和医疗系统应对
疫情能力受限的重要原因。

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日前
也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美
国卫生行业经销商协会曾预见性
地警告美国政府，对医疗产品加
征关税将把美国公共卫生应急准
备置于险境，现在美国人正为这
场贸易战付出代价。他呼吁美国
政府立即取消对医疗用品的所有
关税，以降低应对疫情的成本。

近几周来，越来越多的美国
国会议员、商界组织、行业协会和
制造商代表纷纷呼吁美国政府暂
停、减少或取消对进口产品加征
关税，以帮助应对疫情和阻止美
国经济下滑。例如，代表100多家
行业协会的支持自由贸易美国人
联盟 18 日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
敦促美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暂
停对进口产品在“301 条款”和

“232条款”下加征关税。
该联盟援引美国世界贸易咨

询公司的研究显示，暂停加征这些
关税将为美国经济贡献超过750亿
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4%。此外，关税减免也有助于增
加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鼓励私营
企业投资和提振市场信心。

然而，美国政府迄今并未展
现出取消这些加征关税的诚意。
迫于日益上升的公众压力，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20日晚发表一则
声明，邀请公众、企业和政府机构
对是否有必要进一步调整“301关
税”提交意见，但意见仅限于受加
征关税影响、与应对疫情相关的
医疗产品。

前美国副助理财政部长、彼
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加里·赫夫鲍尔告诉记者，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作出上述决定是受
政治考量驱动，他预计美国政府
将免除对所有进口医疗设备和药
品加征的关税，但同时保留对其
他产品加征关税。

鲍恩则认为，美国当前的公
共卫生危机要求美国政府全面逆
转这些“自残”的关税政策。美国
政府应扭转孤立主义策略，重振
国际合作。他指出，试图将所有
医疗设备生产搬回美国的想法纯
属误导，受疫情影响美国国内制
造业生产也可能在某个时刻中
断，从全球多元化进口医疗用品
好处多多。

新冠肺炎疫情也引发了美国
人对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新一轮热
议。在佐利克看来，一些美国人
正利用疫情鼓动与全球“脱钩”、
实现更大程度的孤立，但这种想
法在应对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
惨遭失败。他认为，2008 年全球
金融危机让美国人再次认识到，
不能把自己与世界隔离开来；应
对病毒、环境恶化、网络安全、食
品危机、经济动荡等现代挑战，全
球需要采取协调行动。

（据新华社）

为了保护各方健康并遏制新
冠病毒的传播，国际奥委会执委
会在洛桑当地时间 22 日发布声
明，表示将在未来四周内完成对
疫情的评估，并完成对东京奥运
会举办方案的详细讨论，推迟举
办是备选方案之一，但取消东京
奥运会不在议程之上。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外界对于东京奥运会能否在今
年 7 月 24 日如期开幕越来越担
忧。在当天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国
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启动针对东
京奥运会的“前景规划”，这是国际
奥委会首次官方承认考虑不同方
案。在此之前，国际奥委会一直表
示，各方仍按照东京奥运会如期举
办的想法安排筹备工作。

（据新华社）

◎相关新闻

两国宣布退出今夏东京奥运会
加拿大奥林匹克委员会

和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当
地时间 22 日晚发表声明，呼
吁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举
行，否则，加拿大将不会派出
运动员参加。

声明说，加拿大的两个
奥委会呼吁国际奥委会、国
际残疾人委员会、世界卫生
组织将东京奥运会推迟一
年，“没有什么比运动员和
国际社会的健康与安全更
重要”。

当地时间 3 月 23 日上
午，澳大利亚奥委会召开执
委会电视会议，对目前形势
进行评估。全体执委一致表
示：由于选手们不能保障正
常训练，代表团将无法在今
年 7 月集结。虽然国际奥委
会将在四周之内做出是否将
东京奥运会延期的决定，但
澳大利亚已经提前通知选
手，提前做好奥运会延期一
年的准备。

（据央视）

医疗资源可能不足的问题也
给英国政府带来挑战。利物浦热
带医学院的学者安德烈亚·科林斯
说，在疫情比较严重的伦敦，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中收治了很多疑似
或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其中不少
还是 50 岁以下人士，“我们需要现
在采取更多预防措施，确保卫生体
系不会因此不堪重负。”

政府官员也多次警告，疫情不
断加重的情况下，医疗体系可能难
以承受，尤其是医院病床数可能远
远不够。为此，英国公共卫生当局
已与私人医院达成协议，把它们的
医疗资源，包括病床、呼吸机、医护
人员都纳入这次抗疫行动中，壮大
医疗体系力量。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近

期呼吁更多厂家生产呼吸机等急
需的医疗物资。英国牛津大学以
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科研人员
正开发能更容易生产和部署的呼
吸机。

此外，在英国政府支持下，牛
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帝国理工学
院等英国高等院校都有团队在加
紧研发疫苗，但还需要更多时间进
行临床试验。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教
授罗宾·沙托克正领衔一个团队开
发相关疫苗。他此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目前研制疫苗的
一大挑战就是时间。研究人员需
要时间来验证一个新疫苗能否起
作用，能否大规模生产并提供给广
大人群使用。” （据新华社）

医疗资源告急

告别“佛系”抗疫
英国政府此前不希望实施过

多人群流动限制措施，但随着新冠
肺炎病例数迅速增加，应对策略也
不得不做出调整。

从 18 日开始，英国政府陆续
宣布了多项新措施：餐馆、酒吧、电
影院、健身房等容易聚集人群的营
业场所关闭；中小学以及幼儿教育
机构基本关闭，但医护人员等“关
键行业”人员的孩子可以继续得到
学校的照顾；首都伦敦关闭部分地

铁站点。
至此，英国已逐步改变了被戏

称为“佛系”的抗疫举措。政府一
直在强调民众要避免不必要的外
出和社交接触。

英国诺丁汉大学分子病毒
学教授乔纳森·鲍尔说，政府提
升 措 施 力 度 的 做 法 是 正 确 的 ，

“ 让 人 们 靠 自 觉 去 保 持 社 交 距
离 明 显 行 不 通 ，因 此 国 家 应 该
干预。”

科研报告警示
英国政府抗疫决策过程中非

常重视的科学证据，也更多地指向
果断、强有力防疫的方向。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一个团队
的数据模型就是政府参考的指标
之一。该团队在近期发布的报告
中预测了英国采取不同程度干预
措施会出现的结果。其中一个评
估场景里，如果政府仅仅出于延缓
病毒扩散的目的，采取较低程度的
干预措施，短期内或许可以一定程
度减少医疗体系的压力并降低病
亡率，但随着疫情蔓延，最终仍可
能导致25万人死亡。

领衔这个团队的帝国理工学
院教授尼尔·弗格森说，要真正将
病毒传播遏制到非常低的程度，就
有必要采取更强有力、打破现有社
会秩序的干预措施，并且这类主要
包括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需持续
数月，甚至可能要持续到有效疫苗
研发出来为止。

在英国政府转变防疫对策前，
部分科学家、民众已分别通过联署
公开信、议会请愿网站上请愿的形
式表达了他们对政府防疫力度不
足的担忧，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
施。

德国强化疫情防控

总理默克尔居家隔离
德国联邦与地方政府 22 日

达成新协议，将进一步限制公共
生活，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德国总理默克尔因与新冠肺炎
感染者有过接触，于当天开始居
家隔离。

按照当天公布的协议措施，
原则上公共场所禁止两人以上人
员聚集；建议民众最大限度减少
与家庭成员以外人员接触；公共

场所应与他人至少保持 1.5 米距
离；禁止在公共和私人场所举行
聚会；禁止餐馆提供堂食服务；美
发店、按摩店等也须关闭。

上班、就医、购物、必要考试、
个人室外运动等不受限制。新协
议措施要求所有企业、特别是公
共交通相关企业按规定做好清洁
卫生，并对人员实施有效保护。
以上措施将至少持续两周。

除上述全国通用的指导原则
外，德国各地根据当地情况陆续
颁布的应对疫情措施将继续有
效。

新协议措施由总理默克尔和
各联邦州州长当天下午举行电话
会议商定后向公众发布。默克尔
本人在发布会后开始居家隔离，
原因是她接触过的一名医生被确
诊感染新冠肺炎。 （据新华社）

意大利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50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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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说，截至当天18时，意大利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到 59138 例，死亡病例达 5476
例，治愈7024例。

与博雷利21日宣布的数据相比，意大利确诊病例增
加5560例，死亡病例增加651例，治愈病例增加952例。

意大利总理孔特 21 日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
说，新冠肺炎疫情是意大利自二战结束以来面临的
最严峻危机，为加强防控疫情，除超市、药店、银行、
公交等关键性服务设施外，其他所有商业活动都将
停止。

由于疫情来势凶猛，加上许多医护人员被感染，
意大利一线医护人员严重短缺。意大利政府20日宣
布征召300名医护人员参与抗疫，结果在24小时内有
数千人报名。 （据新华社）

33月月2222日日，，在意大利罗马在意大利罗马，，一名戴着口罩的男一名戴着口罩的男
子骑车经过斗兽场子骑车经过斗兽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