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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发展形势在全球出现分化
迹象，大致可分为三类国家：疫情已经缓
解，顺其自然“解封”；疫情已过最困难时
期，希望逐步“解封”；疫情处于胶着或发
展阶段，正在防疫情和保经济之间艰难权
衡。

韩国和澳大利亚属于第一类。
韩国疫情 3 月初就已达到拐点。韩

国政府宣布，从 4月 20日至 5月 5日，只在
原则上实行“保持社交距离”政策。如果
到 5 月 5 日疫情能维持目前的稳定水平，
韩国将考虑从 5月 6日起转入日常生活和
防疫工作并行的生活防疫阶段。

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
26日宣布，该国连续 7天每日病例增加低
于 0.5％、连续 15 天每日病例增加不到
1％。一些州开始逐步放松管控。

欧洲地区疫情已过最困难时期，目前
呈减缓趋势。法国政府预计将于本月 28
日宣布“松绑”细节。英国政府预计将在
5月 7日公布小规模放宽限制措施。

美洲地区疫情胶着。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7 日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是全球确诊病例
数最多的国家，已超过 97 万例。美国国

内在复工复产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此
前有消息称美国可能 5月初复工复产，但
有专家认为这存在诸多困难。

截至当地时间 26 日，拉美地区确诊
病例累计超过 16 万，其中巴西疫情最严
重。

巴西国内也存在防疫情和保经济的
争论。有人主张居家隔离政策应覆盖所
有人群，有人则认为“全面隔离”会导致很
多民众失业。据报道，巴西已有十几个州
逐步放松社会隔离政策、恢复商业活动。

当前，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尽管不少
国家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在下降，
但病毒仍在传播，不少国家尚未达到峰
值。

医学专家警告说，放松限制不等于放
弃限制，在逐步放松管控的同时要密切关
注疫情发展。在疫苗和特效药研制出来
前，民众绝不能放松警惕。

新冠大流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
危机，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团结应对，做好
长期抗疫的准备。各国政府应切实承担
起责任，全力确保民众的生命健康和安
全。

据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27日说，世
卫组织基于科学和事实尽可能给出最合理
防疫建议，但最终各国须为本国疫情承担起
责任。

谭德塞在当天世卫组织的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世卫组织的建议不具备强制执行
力，接受还是拒绝取决于各国自身。他回顾
说，1 月 30 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发布
最高级别预警，当时全球除中国外仅有 82例
确诊病例。此后，世卫组织又向各国建议，
采取全方位的公共卫生手段，寻找、检测、隔
离病例并跟踪密切接触者。

谭德塞说，有些国家采纳了建议，有些
却没有。相比之下，遵循世卫组织建议国家
的抗疫表现更好。他强调，世卫组织并不具
备强制各国执行其建议的权力。“到头来，每
个国家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针对部分疫情趋缓国家开始陆续“解
封”，谭德塞说，“第二波疫情仍将取决于我
们自身。”他指出，如果各国采取适当的公共
卫生干预措施，不仅从国家层面，而且从地
区层面和全球范围协调行动，就可以避免疫
情卷土重来。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世卫组织无论是
在应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提
出的、有时间限定并建立在特定风险基础上
的“临时建议”，还是关于常规或定期采取适
宜卫生措施的“长期建议”，都属于“非约束
性”建议范畴。 据新华社电

谭德塞：

各国须承担起责任

【抗疫“即将成功”】
约翰逊 27日现身唐宁街 10号首相府，

穿深蓝色西装和浅蓝色衬衫，打红色领
带，身体状况看似不错。

他 3 月下旬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在隔
离状态下继续办公，但症状加重，4 月 5 日
入院治疗，一度进入重症监护病房。他 12
日出院后休养，26 日晚返回首相府，27 日
重新上班。约翰逊住院和休养期间，外交
大臣多米尼克·拉布代行首相职责。

约翰逊 27 日再次感谢其他政府官员
的支持，特别是拉布，同时感谢全国人民
的“勇气与胆量”。

他呼吁民众继续保持“团结”和“决
心”，说相信英国“毫无疑问将战胜”疫
情，但请求民众“克制不耐烦”，“因为我
相信，我们现在已经抵达危机第一阶段
的终点……差一点就要成功”。

英国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 26 日 9
时，英国累计确诊病例 152840 例，死亡病
例 20732例，大约 67万人接受病毒检测。

疫情暴发初期，约翰逊反对“封锁”，
但随着疫情加重改变主意。3 月 18 日起，
英国学校、餐馆、酒吧等场所陆续关闭；3
月 23 日起，政府实施更加严格的防疫措
施，要求所有人除必要事由以外必须待在
家中，4月 16日延长“禁足令”。

【解封“为时过早”】
约翰逊 27日说，英国抗击疫情取得进

展，包括住院病人和重症病人减少，疫情
“高峰已经过去”。但他强调，谈论解除封
锁措施为时过早，因为现在仍是“最危险
的时刻”。

“我们无法简单说多快、或者多慢、或
者何时作出改变，即便政府今后无疑将更
多谈论这些，”他告诉媒体记者，“我们必

须认识到风险，（疫情）二次暴发、病毒（传
播）失控……”

“那不仅意味着新一轮死亡和疾病，
还意味着重大经济灾难。”他说。

英国政府拟 5 月 7 日再次评估疫情，
以决定是否再次延长“禁足令”。多家媒
体报道，防疫封锁措施可能让英国面临 3
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

约翰逊说，他清楚长期“封城”对经济
造成的冲击，政府同样希望尽快“重启”经
济，但“解封”需要满足 5项前提，包括每日
死亡人数下降、病毒感染率下降和病毒检
测率及个人防护用品充足。

反对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先前呼
吁政府公布更多信息，包括放松“禁足令”
等限制措施的具体时间和详细安排。约
翰逊 27 日回应，说政府将尽可能以“最大
透明度”作出决定，同时告知民众决策思
路。 新华社特稿

澳大利亚利尼尔临床研究机构 28
日宣布，将对中国研发的一款新冠病毒
候选疫苗开展一期临床试验。

这 款 名 为“COVID － 19 S － 三 聚
体”的候选疫苗（COVID－ 19 S－ Tri⁃
mer）是一种重组亚单位疫苗，基于四川
三叶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蛋白质三
聚体化专利技术平台开发。

国际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已
为三叶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澳洲全资
子公司提供 350 万美元的初始资金，以
支持其开展临床试验的相关准备和启
动工作。

利尼尔在当日发布的新闻公报中
说，将在未来两个月内招募健康的成年
人和老年人，启动一期临床试验。若一
期临床试验成功，将立即在全球范围内
开展涉及数千人的二、三期临床试验。

利尼尔临床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
杰登·罗杰斯说，利尼尔长期与中国顶
尖的生物医药企业保持合作，抗击新冠
疫情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把最好的科学
和创新技术结合在一起。

新华社悉尼4月28日电

澳研究机构
将对中国候选疫苗
开展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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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呈减缓趋势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近
期死亡病例数大幅下降。

26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单
日新增死亡 288 例，创 3 月 20 日以来
新低；意大利当日新增死亡 260例，为
3 月 14 日以来最低；法国和英国单日
新增死亡分别为 242例和 413例，均创
4月新低。不过这四国 27日发布的数
据都显示，单日死亡病例数略有回
升。

此外，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
疫情持续趋缓。马耳他首次出现新冠
病例零增长。

随着疫情形势向好，欧洲各国正
逐渐“解封”，以恢复经济和社会活
动。

西班牙 26日实施新规定，14岁以
下儿童可以在成年人陪同下户外散
步，这是六周以来首次放宽有关措
施。

意大利总理孔特 26 日表示，从 5
月 4日开始，全国的制造业、建筑业和
批发业将恢复工作；从 5 月 18 日开
始，零售业、博物馆、画廊和图书馆将
恢复营业；从 6 月 1 日开始，酒吧、餐
厅、理发店和美容院将重新营业。但
所有工作场所都必须遵守严格的安全
规定。

针对部分疫情趋缓国家开始陆续
“解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27日
说，“第二波疫情仍将取决于我们自
身。”他指出，如果各国采取适当的公
共卫生干预措施，不仅从国家层面，
而且从地区层面和全球范围协调行
动，就可以避免疫情卷土重来。

全球出现分化

复工第一天
英国首相反对贸然“解封”

因感染新冠病毒一度住院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27 日“复工”，呼吁民众继续“团
结”和“保持耐心”。

约翰逊说，英国贸然解除应对新冠疫情的封锁措施太冒险，不过政府今后无疑将考虑
“解封”。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

部时间27日10时（北京时间27
日16时），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
前 一 日 增 加 85530 例 ，达 到
2878196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
增加4982例，达到198668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根据美国东部时间27日 13
时 30分（北京时间28日 1时 30
分）查询到的数据，全球累计确
诊病例达到3002303例，死亡病
例为208131例。美国累计确诊
病例 972969 例，累计死亡病例
55118例。

☆相关新闻

44月月2727日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行人车辆稀少行人车辆稀少。。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44月月 2828 日日，，在在
澳大利亚悉尼邦澳大利亚悉尼邦
迪海滩迪海滩，，一名冲浪一名冲浪
爱 好 者 准 备 冲爱 好 者 准 备 冲
浪浪。。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44月月2727日日，，意大利首都罗马意大利首都罗马，，
一名父亲带着孩子一名父亲带着孩子。。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