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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积极开展对华协作

国际社会协同抗击疫情
本报记者 高伟东 李鸿涛 马翩宇

农业农产品是英欧贸易谈判的“硬骨头”
□ 田 原

正式脱欧仅仅数日，英欧双方就在未来双边贸易关系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其中，

农业和农产品政策分歧是双方贸易谈判较为突出的难题。这反映出英欧贸易关系中利

益诉求分化严重、行业标准参差不齐、社会责任分配不均的结构性矛盾。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后，驻南非中资企业和旅南侨胞踊跃捐赠医疗物
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日前安排专机将物资从南非德班国际机场送回国内。图为中国国航
南非营业部工作人员安排物资登机配送。 本报记者 蔡 淳摄

联合国秘书长强调

多边机构需适应新挑战

对经济长期增长保持乐观

澳联储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举世关注。连日来，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中国为抗击疫情采取的强有力措施，并积
极开展对华协作，共同抗击此次疫情。

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三位负责人日前写信给
中国领导人，共同表达对中国的支持。他
们在联名信中表示，愿在中国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的斗争中提供支持。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国际
农业发展基金总裁洪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执行主任比斯利在信中赞扬了中国人民坚
韧不拔的精神和中国为应对紧急情况所作
的努力。

这三家联合国粮食机构承诺将根据各
自的专业领域，为中国减轻病毒对其人口，
尤其是农村地区人口造成的影响提供
支持。

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在与世界卫生组
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密切合作，协助成员国和科研机构确定这
种病毒的潜在动物宿主。联合国粮农组织
还启动了一个事故协调小组，召集全球、区
域和各国专家评估情况。同时，粮农组织
正在努力确保所有国家兽医实验室做好准
备，快速检测动物和供人类食用动物产品
中的新病毒，并根据需要监测宿主动物和
新型冠状病毒在环境中的传播。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一直在努力提升人们对人
畜共患疾病的认识，并研究确定防治这些
疾病的最佳做法。联合国粮农组织还与世
界卫生组织在减少与食品有关的风险和促
进健康食品生产、消费方面有着长期合作，
包括与《食品法典》相关的合作，该法典是
国际食品标准、准则和行为守则的参考汇
编，是全球化食品贸易时代可以参考的重
要工具。

欧洲各方近期持续加强在新型冠状病

毒方面的防治工作，强调执行建立在事实
基础上的防控策略，并积极开展对华协作，
与国际各方一道共同抗击疫情。

欧盟危机管理委员莱纳尔契奇近日在
欧委会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欧委会主席
冯德莱恩近日在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通话时表示，欧盟高度尊重和认可中方为
防控疫情采取的措施，愿尽己所能、动用一
切可能的资源向中方提供任何必要协助，
帮助中国遏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并将协调有关成员国为中方开展疫情
防控提供便利。据了解，作为初步紧急响
应措施，欧盟协调成员国调集12吨防护物
资运往中国。

面对欧洲出现的疫情病例，欧盟呼吁“强
调事实、摆脱恐惧”。欧委会卫生与食品安全
委员会专员斯特拉·基里亚基德斯近期在与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ECDC）主任安德
里亚·阿蒙会晤后表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
我们需要强调事实，摆脱恐惧。基里亚基德
斯指出，到目前为止，欧盟内部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确诊病例处于较低水平，各成员国
总体上拥有强有力的卫生系统与完善应对计
划，欧盟未来将积极准备，支持成员国与国际
社会共同抗击此次疫情。

世卫组织紧急事务负责人迈克尔·瑞安
将在贸易与旅行领域的单方面限制行为描述
为“灾难性选择”。到目前为止，欧盟采取了

较为客观、理性的预防措施，并将根据未来
疫情的发展适时调整。对此，安德里亚·阿
蒙近日在欧盟环境委员会中表示，欧盟将
致力于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各成员国需
加速病患诊断与隔离，确认接触人群，并密
切监测疫情发展。同时，欧洲疾控中心还
推出了一套用于防治疫情与病例的规程，
使各成员国可根据具体病例和本国面临的
卫生风险调整具体防治措施。

英国政府2月3日宣布将投资2000
万英镑用于研发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以帮助中国抗击疫情。2月5日，英国卫生
部长汉考克宣布，再拨款2000万英镑，总
共资助4000万英镑（约合 3.6 亿元人民
币），支持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研发。
汉考克表示，疫苗是应对多种致命疾病（包
括新型冠状病毒）的最佳方法。大额研发
资金投入将提高病毒疫苗研发能力，使得
人们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等疾病时不再束手
无策，也有助于未来应对病毒引起的突发
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据报道，资金将主要被投入到“流行病
应对创新联盟（CEPI）”。该机构于2017
年在达沃斯设立，最初是为了应对西非埃
博拉疫情，其运营和研发资金来自政府投
资和民间慈善基金会，通过整合公共和民
间资源应对区域性、全球突发传染病扩
散。“流行病应对创新联盟”首席执行官哈
切特表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是
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时间很紧迫。科学
家团队将在16周内完成从病毒基因测序
到初步临床测试的疫苗研发过程。之后还
需要2个月至4个月完成疫苗“一阶段”的
系统临床试验，以测试疫苗的安全性。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人类目前并
无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但中国
科学家在疫情暴发后及时获得了新型冠状
病毒的基因编码，这使得全球协作研发疫
苗成为可能。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在
1月31日至2月2日短暂中断与中国间的
民航班机往来后，巴基斯坦日前恢复了两
国民航通航，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伊
斯兰堡—卡拉奇航线也随之恢复。

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后，个别国家不顾世卫组织“没
有必要采取妨碍旅行和贸易措施”的建议，
切断了与中国的航班往来并且至今尚未恢
复通航。与上述国家的“过度自保”相比，
巴基斯坦在做好科学防范基础上不嫌弃、
不排斥的做法既完全符合世卫组织的建
议，也充分体现了中巴之间的特殊情谊。

2月3日，一架载有57名巴基斯坦乘客和
12名中国乘客的南方航空客机抵达伊斯
兰堡国际机场，巴基斯坦总理公共卫生特
别助理扎法尔·米尔扎亲自到机场迎接来
自中国的乘客。

为确保从中国入境的航空旅客不会将
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进入巴基斯坦，巴方采
取了必要的预防性措施，启动了“机场标准
作业流程”。米尔扎表示，中国政府要求所
有从中国入境巴基斯坦的乘客必须身体健
康、没有任何疾病迹象，并且在巴入境后需
要自行隔离14天，一旦出现症状需向巴方
卫生部门汇报。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不仅
保护了中国人民，也保护了世界人民。

巴基斯坦恢复

中巴间民航通航

美商务部数据显示

美国去年贸易逆差略降

第27届明斯克国际书展开幕
随着英国成为第一个离开欧盟的成员

国，脱欧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引发的不确
定性暂告结束，正如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
逊所言：“这不代表结束，而是一个崭新的
开始。”

但正式脱欧仅仅数日，英欧双方就在
未来双边贸易关系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
日前，双方各自就将于3月份启动的自由贸
易协定谈判目标释放强硬信号，欧盟方面
希望英国脱欧后能够在规则和监管方面继
续与欧盟保持一致，而英方则强调不会同
意以遵守欧盟规则作为换取欧盟市场准入
的条件。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表示，
英欧贸易谈判是场硬仗，想在年底前就所
有细节达成协议，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仅确定优先谈判议题就需要9个月
到10个月。希望英国于7月1日前作出延
长过渡期决定的冯德莱恩甚至威胁称：“英
国如不妥协，将面临失去自由进入全球最
大市场通道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也警告称，英欧贸易谈判细节对欧洲经济
影响重大，11 个月的谈判时间根本不够
用。然而，约翰逊坚定回应称：“我们无意

为贸易谈判延长过渡期，对遵循欧盟规则
换取欧盟市场的条件不感兴趣，但可先接
受一个部分贸易协定。”

截至目前，无论是冯德莱恩提到的“优
先议题”，还是约翰逊说的“部分协定”，都
将矛头指向了英欧贸易谈判的棘手问题。
其中，农业和农产品政策分歧又是英欧贸
易谈判较为突出的难题。

第一，农业政策和农产品标准分歧恐
继续扩大。英国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CAP）素来不满。英国环境大臣维利尔斯
1 月 10 日表示，脱欧后英国终于可以摆脱
CAP的阴影，不仅不用再出资变相补贴欧
盟内农业欠发达国家，更可代之以“一项有
利全球、有利民众、有利农业的全新政策”，
同时将强化英国农业标准尤其是食品标

准，以引领全球经济在这一领域的发展。
维利尔斯主张，英国在对欧谈判中要坚持

“少用农药、减少污染、改善土质、净化水源
和空气、保护畜牧业动物权益”等原则和标
准，努力打造一个生产力高、有利可图、可
持续发展的英国农业。然而，冯德莱恩警
告说：“如果英国偏离欧盟社会和环境标准
太远，通向欧盟市场的最佳通道将对英国
关闭。”这显然有防范英国农产品冲击欧盟
农业欠发达或农产品标准较低成员国出口
的意图。

第二，涉美农业贸易矛盾恐日趋激
烈。约翰逊希望早日完全摆脱布鲁塞尔束
缚的另一大经贸考量，就是与美国单独达
成自由贸易协定，尤其想以开放转基因农
产品市场换取美国在其他产品上的对等开

放。约翰逊在其就职后的首次公开演说中
就明确表示，将放松对生物科技产业的管
制。但是，欧盟一直对美国转基因农产品
的环境影响和食品安全风险抱有疑虑，近
年来更连续出台反对生产、使用、进口转基
因农产品的法律法规，一定程度上已建立
起对美国农产品的新型非关税壁垒。为
此，欧盟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警告说，
要是英国降低进口标准给美国转基因农产
品“开后门”，就不会有所谓的“英欧自由贸
易协定”。

作为英欧贸易谈判“最难啃的一块硬
骨头”，农业和农产品问题反映出了英欧贸
易关系中利益诉求分化严重、行业标准参
差不齐、社会责任分配不均、对美关系各自
为政的结构性矛盾。在欧盟历史上，从没
有仅用11个月就能完成谈判的贸易协定。
即便约翰逊给英欧贸易谈判选择的两个参
照系——加拿大和新加坡，欧盟共用了9年
才完成与两国的谈判。

分析认为，如果年底前双方谈不拢，新
的贸易壁垒势必形成，英欧间贸易摩擦的
谈判桌恐怕就得转到瑞士日内瓦——世界
贸易组织总部仲裁庭所在地了。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5日电 美国商务部5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9年美国贸易逆差较2018年减少约100亿美元至6168亿
美元，降幅为1.7％。

数据显示，主要受资本货物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出口
减少影响，2019年美国出口额较前一年下降15亿美元至2.4998
万亿美元；由于原油和消费品进口减少，进口额也下滑125亿美元
至3.1165万亿美元。

数据还显示，2019年12月美国贸易逆差环比增长11.9％至
489亿美元。其中，受飞机和能源出口增加提振，出口额增长
0.8％至2096亿美元；进口额攀升2.7％至2585亿美元。分析人
士认为，尽管美国政府试图扭转多年来的巨额贸易逆差，但由于美
国大量依赖进口的服装、手机、消费电子产品和部分工业用品等几
乎已不在美国本土生产，贸易逆差下降不太可能成为常态。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李学华报道：正如外界普遍预期，澳大利
亚储备银行 2月 4日宣布，将官方利率维持在创纪录的低点
0.75％水平上，并称对长期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澳元汇率在接近
11年低位后反弹。

澳联储强调，尽管短期内澳经济会受到森林大火等因素影响，
但预计2020年经济增长率仍可以达到2.75％左右，2021年经济
增长率约为3％。行长菲利普·洛指出，低汇率、低利率、政府退税
政策、消费增长预期回升、基础设施支出、丰富的资源实力，以及未
来恢复性的房屋建设等构成了经济乐观因素。但他同时承认，森
林大火等不利因素“将暂时压制国内增长”，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对
澳经济增长影响很大。

澳联储对经济的乐观判断带动澳元反弹。澳元汇率本年度
表现不佳，对美元汇率1月份下跌了4.7％，低至66.79美分，逼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最低点66.71美分。在澳联储作
出维持利率不变决定后，澳元一度跳升至最高67.25美分，涨幅
为0.6％。

尽管澳联储作出了乐观评估，但仍暗示可以进一步降低利率
以实现其目标。澳联储在决定中指出：“（董事会）仍准备在需要时
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以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充分就业和逐步实
现通胀目标。工资进一步增长将是一个可喜进展，并且需要将通
货膨胀率可持续地维持在2％至3％目标范围内。”澳联储预计，全
球范围内还会有进一步降息，预计某些经济体将进一步放宽货币
政策。澳四大银行所有经济学家预计，4月份澳联储将降息0.25
个百分点，金融市场认为4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为66％。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当前“疯狂之风”席卷全
球，全球的不稳定趋势和紧张局势一触即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古特雷斯表示，在最近一些热点地区爆发冲突后，尽管缓和紧
张局势的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
说：“我说过‘希望之风’，但是今天一股‘疯狂之风’正在席卷全
球。从利比亚到也门，再到叙利亚，甚至在更广泛的地区——冲突
再次升级。”古特雷斯指出，目前存在一种越来越不稳定和一触即
发的紧张感，这使得一切都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误判的
风险更高。与此同时，安理会的决议甚至在墨迹未干之前就不予
遵守。

古特雷斯强调，像联合国这样的多边机构需要更多调整自身，
以适应21世纪的全球挑战。他说：“在新的一年里，我将努力打破
苦难和冲突的恶性循环，推动和平外交保持强劲势头。”

古特雷斯指出，海洋温度上升和冰川融化正在加剧气候危
机。在二氧化碳浓度一再创下新高的情况下，“大排放者”在适应、
缓解和融资方面应该起到带头作用。他说：“我们需要给碳定价，
结束对化石燃料的补贴。我们仍然看到太多的燃煤电厂计划开
工——对煤炭的依赖仍然非常严重。”

古特雷斯提醒，贫困和不平等的恶性循环需要打破，联合
国2020年启动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十年”计划，
加快应对贫困、气候变化等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以确保在
2030年实现以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核心的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他说：“我们知道，在一个目标上取得进展可以促进所
有人的进步。”

2月5日，第27届明斯克国际书展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开
幕，来自30个国家的约400家出版机构参展。图为人们在国际书
展上选购图书。 （新华社发）

新华社日内瓦2月5日电 世界卫生
组织5日在日内瓦总部宣布，启动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战略准备和应对方
案”，旨在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层面制定疫情
应对计划提供指导。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启动“战略准备和应
对方案”，为各国预防、检测和诊断新型冠
状病毒传播提供支持。

谭德塞说，这一方案需要在未来3个
月获得约6.7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世卫
组织计划将其中6150万美元用于该机构
应对疫情的行动，而剩余资金则会提供给
防控风险较高或需要帮助的国家。

据世卫组织介绍，这一方案将着重通
过快速建立国际合作和技术支持、提升各
国防控水平以及加快推进重点研发和创新
工作等方式，来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进一
步传播，尤其是为那些可能需要应对疫情
暴发的卫生系统最脆弱的国家提供支持。

此外，这一方案还将有助于尽早确诊、
隔离和照料病患，交流关键信息，加速诊
断、治疗及疫苗方面的研发工作，以及降低
社会和经济负面影响等。

谭德塞4日曾呼吁相关国家抓住疫情
防控“窗口期”，敦促公共和私营部门加
强合作，致力于诊疗手段、药物和疫苗的
研发。

世卫组织启动

战略准备和应对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