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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
至北京时间 25日 11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累计超过 40万例，达 421792例。全球
死亡病例达18883例。几个数字令人关注。

10天、4天、3天：全球确诊病例数加速增
长，从10万例到20万例用了10天，20万例到
30万例用4天，30万例到40万例仅用3天。

80％和 196：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
全球超 80％的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病毒对
国民生命健康、经济、社会带来的威胁，截
至北京时间 25日 5时 53分，疫情已扩散至
196个国家和地区。

7 国：除中国外，意大利、美国、西班
牙、德国、伊朗、法国确诊病例均已超过 2
万例。美国有取代欧洲成为疫情新“震中”
趋势，非洲一些贫困地区和中东战乱国家
面临的挑战则更为严峻。此外，进入秋冬
季的南半球国家也出现疫情。

亚洲：输入风险在升高
较早出现疫情的中国、韩国和新加坡

的疫情本地传播势头已经控制住，但仍存
在零星散发病例、输入性风险依然很高。
截至北京时间 25日 9时 30分，日本单日新
增确诊人数创新高，累计确诊病例达 1212
例。亚洲多国输入性病例已连续多日呈增
加趋势。

此外，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近日相
继报告了首例确诊病例。印度确诊病例最
近一周快速增加，从超过 200例到突破 500
例仅用 4 天，引发印度国内舆论对社区传
播的普遍担忧。可见，新冠病毒即便在热
带地区也有较强的传播能力。

欧洲：“震中”形势很严峻
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北京时间 25 日

上午，欧洲地区有 4 国累计确诊病例“破
万”，另有 13个国家“破千”，意大利单日新
增病例超过 5000 例。作为当下全球疫情

“震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多
个欧洲国家确诊病例持续激增，防控措施
也逐渐“加码”。

意大利目前是中国以外确诊病例最多
的国家。据意大利官方宣布，截至24日累计
确诊病例升至 69176例，累计死亡病例 6820
例。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24日呼吁意大利
人像二战后重建国家那样来抵御病毒。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德国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粗病亡率（死亡人数／确诊病例数）
目前最低，为 0.38％。专家认为，这得益于
德国强大的疫情监控体系、检测和重症医
疗能力，但能否保持低病亡率还取决于能
否控制疫情快速蔓延。据统计，截至北京
时间 22日 23时，欧洲各国粗病亡率最高的
是意大利，为 9.0％。

中东：战乱地区受考验
中东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本地传播形势

依然严峻，目前伊朗确诊病例已超 2万例，
该国卫生部官员说，有的时候每 10分钟就
有 1 人病亡。此外，土耳其和以色列确诊
病例数也已“破千”。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由
于多年战乱，卫生系统非常脆弱，令人担
忧。战乱中的叙利亚近日发现首例确诊病
例。另外，民众防范意识薄弱也是很多中
东国家面临的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3 日呼吁全
球范围内停火，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美洲：美国或成新“震中”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

至北京时间 25日 11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升至 54893 例，已连续两天新增病例
在万例左右。世卫组织发言人 24日说，过
去 24 小时报告的病例中有 85％来自欧洲
和美国，美国确诊病例数快速增加，可能成
为全球疫情的新“震中”。

此外，拉美地区疫情也正在蔓延，确诊
病例不断增多，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缓
解疫情对民众生活的冲击。巴西从出现首
个病例至今不到一个月，确诊病例已超
2000例。巴西卫生部 20日预计，病例数可
能在 4月激增，4月底巴西卫生系统恐面临
崩溃风险。

非洲：存在大暴发风险
截至 23日，非洲已有 43个国家和地区

报告确诊病例，累计病例超过 1500 例，几
内亚、利比里亚等曾遭埃博拉疫情重创的
国家也在其中。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刚果
（金）等国都已出现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非
洲是国际公共卫生薄弱环节，非洲疾控中
心此前预测，下阶段非洲疫情可能会大规
模暴发。

非洲多国已升级防控措施，包括禁止
聚集性活动、关闭学校等。分析人士说，虽
然目前不少非洲国家病例数上升缓慢，但
这片幅员辽阔的大陆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
后，再加上缺乏检测试剂、防护物资等问
题，形势不容乐观。

大洋洲：南半球传播或加速
截至北京时间 24 日 12 时，澳大利亚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超 2000 例。新
西兰卫生部 25 日宣布，新西兰确诊及疑
似新冠病例 202 例。新西兰卫生部总干
事布卢姆菲尔德预计，未来确诊病例会
继续增加。新西兰已进入“封城”模式。
随着南半球开始进入秋冬季，澳大利亚、
新 西 兰 等 国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传 播 风 险 升
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何大
一说，在南半球已出现新冠病毒社区传
播。随着天气转暖，北半球可能在疫情防
控方面获得优势，但南半球的传播或将加
速。 新华社北京电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突破40万例

新华社马德里电 根据西班牙卫生部
25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西班牙累计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达 47610例，单日新增 7937例，
累计死亡病例 3434例。

统计数据显示，西班牙新冠肺炎死亡
病例单日新增 738例。目前共有 3166名患
者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另有 5367 名
患者治愈出院。

马德里自治区是西班牙疫情最严重的
地区，目前累计确诊病例达 14597 例，死亡
1825 例，治愈 3031 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
的累计确诊病例达 9937 例，死亡病例为
516 例。巴斯克和安达卢西亚这两个自治
区的确诊病例均已超过 3000例。

西班牙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超4万

韩国政府 25日说，打算最迟从 27日开
始，对所有从美国抵韩的旅客实施病毒检
测、隔离 14 天等防控措施，防止境外输入
病例增多导致新冠肺炎疫情“回流”。

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当天在一场讨论
疫情应对方案的政府会议上说，“考虑到
生活在北美的韩国公民、包括留学生们，
因为当地确诊病例增多而感到焦虑、打算
回国，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拖延）”，迫切需
要对从美抵韩的旅客采取更加严格的边
境管控措施，“不应晚于 27日午夜开始”。

按照新规，14 天隔离要求适用于韩国
籍和持有韩国长期居留权的外籍人士。

持有短期旅行签证从美抵韩的外籍人员
则需在机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确认结果
为阴性才能获准入境，之后每天需要接听
卫生部门人员电话，报告自身健康状况。

发布针对从美抵韩旅客的“严防”措施
前几天，韩国开始对所有来自欧洲的旅客
作病毒检测，所有从欧洲返回的韩国公民
以及持长期签证的外国公民必须接受 14
天自我隔离。

根据韩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5 日
报告的最新数据，韩国过去 24 小时新增
100 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 34 例是境外输
入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 9137人，病亡

者增加 1例至 126人。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表示，在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向韩方发出支援美国抗疫
的“紧急请求”后，将在有余力情况下向美
国运送医疗设备等抗疫物资。

韩国青瓦台 24日晚发布声明说，特朗
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话 23分钟，希望韩
方协助美国抗疫，并承诺帮助韩国制造商
生产的医疗设备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的审批、获得在美国应用的资质。

文在寅回应特朗普：“只要韩国有多余
医疗设备，韩方将竭尽所能提供支持。”

（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向韩方发出紧急请求

韩国答应尽量支援美方

据新华社北京电 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 23日晚下令民众居家隔离防疫、关
闭全国大多数营业场所、禁止一切社交聚
会。英国民众 24日一觉醒来发现，社会经
济生活基本“停摆”。

路透社报道，截至 23 日，英国新冠肺
炎死亡病例升至 335例。政府施行这些前
所未有的和平时期禁令旨在防止国家医
疗卫生系统崩溃，禁令至少将维持三周。

内阁办公厅大臣迈克尔·戈夫接受英
国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时说：“确保我们
的医疗体系保持最大程度牢固，对限制病
毒传播绝对重要。”

他说：“那意味着限制社交接触，并遵守
政府给出的建议，人们必须居家保护自己，
保护医疗系统能够正常运作、挽救生命。”

约翰逊 23日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一
系列禁令，包括限制人员流动，仅允许民
众因特殊原因离家，比如去超市采购，或
每日一次出门运动。

约翰逊先前拒绝效仿欧洲其他国家施
行严苛禁令，不少英国民众对政府建议充

耳不闻，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涌入公园和景
点，造成大规模聚集。英国政府连夜颁布

禁令，要求所有非必需商业店铺即刻关
闭，民众不得走亲访友，不得举行两人以
上的聚会，取消除葬礼之外的所有仪式。

警方正在与政府商讨如何确保禁令得
以有效实施。戈夫警告，政府可能进一步
采取更严格举措，不限于仅对违反现行禁
令的人罚款 30英镑（约合 35美元）。

社交媒体贴出的照片显现，伦敦地铁
24日依然拥挤，一家大型商场似乎也不打
算关门谢客。有人抱怨，政府的要求令人
困惑；也有人说，政府的手段还不够强硬。

按路透社的说法，就禁令执行标准存
在一些不清晰，比如哪些人应当获准继续
出门工作、警方应有哪些权力执行禁令？
戈夫本人先前也不得不更正说法，他早先
接受采访时说，离异或分居夫妻的子女不
得在父母之间走动。

另外，一些人批评政府出台数百亿英镑
救助中小型企业的措施，却忽视那些自雇的
群体。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预期24日
晚些时候将发布一些新的措施，旨在帮助自
雇人士，从而令他们无需出门工作。

英国下“重手”隔离防疫

3 月 22 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医务人员
在马德里会展中心改造成的野战医院中准
备病床。 新华社发

3 月 20 日，一名
女子在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街头等候
公交车。

为遏制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比利时
从 3 月 18 日 12 时起
全国范围内实施“封
城”。

新华社发

英国王室3月25日发布声明说，英国
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储的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呈阳性，目前症状较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