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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连
日来，世界卫生组织持续推动全球积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并呼吁全球加强合作，动
员全球力量并采取国际行动，团结一致应
对这一公共卫生领域挑战。

疫情考验全球团结

2月11日至12日，世卫组织召开“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来自世
界各地的400多名科学家与会，论坛既有
现场会议，也有网络会议。世卫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表示，期待这次会议的成果不仅
能立即解答当前紧急关切，还能就所有关
切及问题达成一致的路线图。这正是世卫
组织所要做的——将全世界团结起来协调
应对疫情，这也是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
多边主义精髓。

谭德塞指出，这次疫情是对全球政治
团结的考验，考验世界能否团结起来与一
个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共同“敌人”作
战；这也是对全球金融团结的一次考验，考
验世界是现在向抗击疫情投入资金，还是
因投入不足而在以后为应对其后果付出更
多资金；这还是对全球科学团结的一次考
验，考验全世界科学界能否团结起来为共
同的挑战找到答案。全球需要集体知识、
洞察力和经验来回答目前尚无答案的问
题，并找出大家甚至还可能没有意识到的
问题。

谭德塞表示，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
后，世卫组织制定了“研发蓝图”，旨在提出
并落实在疫情前开发药物和疫苗、在疫情
期间加快研发活动的战略。世卫组织在今
年1月初启动了“研发蓝图”，以协调和促
进相关研究要素的信息共享。

2月11日，世卫组织启动了一个联合

国危机管理小组，由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
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瑞安领导，统一协调
整个联合国系统的疫情应对工作，以促进
各方发挥优势，共同努力应对疫情。

正式命名“COVID-19”

当地时间2月11日下午，世卫组织在
其日内瓦总部召开新冠肺炎疫情例行新闻
发布会，谭德塞在会上宣布新冠肺炎病毒
的正式名称为“COVID-19”。

谭德塞表示，经世卫组织与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协商，正式为该
疾病命名。该名称不涉及地理位置、动物、

个人或人群。有一个名称很重要，可以防止
使用其他不准确或污名化的名字，它也为未
来任何冠状病毒的命名提供了一个标准
格式。

谭德塞说，世卫组织已与该机构驻各国
代表及联合国驻各国协调员接触，向他们通
报疫情并告知可以采取的步骤。谭德塞向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报了情况，双方同意
调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力量对疫情作出
反应。

疫苗18个月内就绪

谭德塞11日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

望在18个月内准备就绪，目前仍需竭尽全
力防控病毒。疫苗研发和治疗发展需要时
间，但目前尚有许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可
以预防感染。现在必须竭尽所能使用现有

“武器”来对抗这种病毒，同时还要做好长
期准备。

谭德塞说，世卫组织已向各国提供了
医疗用品和工作建议，并正在加强世界各
地实验室的能力，同时培训数千名卫生工
作者。应当让公众知道，每个人都可以为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作出贡献，只有当
每个人都成为遏制疫情战略的一部分时，
防控才能取得成功。

据“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研究与创新论
坛”联合主席、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
玛丽—保罗·基尼介绍，目前已有的针对
新冠肺炎的候选药物都是之前用于其他
疾病的药物，科研人员正尝试改进这些药
物以加快用于临床试验。其中，美国雅培
制药公司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洛匹那韦
和利托那韦复方制剂克力芝、美国吉利德
科技公司研制的瑞德西韦两种药物目前
已在试验中。在此次论坛上，科研人员还
将讨论除这两种药物之外的其他选项，希
望能就一些候选药物达成研究共识。

当地时间2月11日晚，世界卫生组织
发布新冠肺炎情况每日报告（第22期）说，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新冠病毒和其他已
知在蝙蝠体内传播的类似冠状病毒之间存
在联系。

然而，此次疫情最初传播给人类的途
径仍不清楚，目前最可能的假设是中间宿
主动物在传播中起了作用。中外专家小组
都在努力确定这种新病毒的动物来源。鉴
此，加强鲜活食品控制，提高市场卫生水
平，对保护人们免受类似和其他人畜共患
病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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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国集团和联合国
称赞中国抗“疫”贡献

澳大利亚科学家培育出
新型冠状病毒活菌株

德国经常项目盈余

再居世界第一

正式命名病毒 疫苗尚在研发

世卫组织呼吁全球团结应对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杨海泉摄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2月
10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社会发展
委员会第58届会议上，77国集团和联合
国积极声援中国，称赞中国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所作努力。

77国集团主席、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
表坦帕表示，77国集团全力支持中国政府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全面努力，积
极肯定中方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国际社
会应本着负责、透明、团结、合作精神共同
应对疫情，防止歧视、污名和传播不实信
息，尽快遏制疫情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在
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社会应尊重世卫组织专业意见。

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

长刘振民表示，有效应对全球健康挑战是
实现社会发展与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
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联合国其他有
关机构负责人一道，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应
对疫情中表现出的坚韧不拔致以崇高敬意。
联合国系统愿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对疫情提
供强有力支持，对中国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第58届社发会主席、科特迪瓦大使埃
珀代表社发会主席团赞赏中国领导人就抗
击疫情作出的坚定政治承诺和中方付出的
超常努力，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

77国集团由134个成员组成，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联合自
强的重要协调机制，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
要影响。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李学华报道：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科学家在与新型冠状病
毒斗争中取得了重要突破，已经成功地从患
者样本中培育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活菌株。
该发现有望改善新冠病毒的诊断水平，并帮
助最终研制出疫苗。

新南威尔士州韦斯特米德医院最先进
的生物安全P4实验室10位科学家团队从
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样本中成功培养出
病毒活菌株。该州公共卫生病理学主任多
米尼克·德怀尔教授表示：“能够用新南威尔
士州患者的样本培养出新型冠状病毒，并不
是从合成样本中模拟新型冠状病毒，这是一
大突破。合成病毒无法帮助我们开发可用
于治疗感染患者的有效抗病毒药物。拥有

病毒分离株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确认检测
的准确性，可以了解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如何
变化以及该病毒与世界上其他病毒的相似
性。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提供可以继续使
用的病毒，帮助医药公司最终开发出疫苗。”

德怀尔教授还表示，该病毒的活菌株将
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各地医疗研究团
队共享，希望有助于科学家理解为什么某些
冠状病毒患者病情加重并发展为严重的肺
部疾病，但大多数患者则表现为轻度症状。

这是澳大利亚第二次分离出活的新型
冠状病毒菌株。此前，维多利亚州的多赫蒂
研究所也成功复制出冠状病毒，但那是通过
合成方法而不是使用实际的患者样本来完
成的。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地时间11日在
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半年
度货币政策听证会时表示，美国劳动参与
率持续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
一直低于平均水平，美国经济面临长期
挑战。

鲍威尔在评价美国经济形势时表示，
经济扩张已进入第11年。去年下半年，
美国经济显示了对全球不利因素的抵抗
力，经济活动以适度的速度增长，劳动力
市场进一步增强。通货膨胀率一直较低
且稳定，但仍低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的目标，并贯穿整个2019年。在截至
2019年12月份的12个月中，基于个人消
费支出价格指数的总体通货膨胀率为
1.6％，排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的核心
通胀率也为1.6％。

鲍威尔称，去年下半年，平均每月增加
20万个工作岗位，今年1月份又增加了
22.5万个工作岗位。雇主越来越愿意雇用
和培训技能较低的工人，工资一直在上
升。去年下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以温和速
度增长。继早些时候强劲增长之后，到去

年年底消费支出增长有所放缓，但支持家
庭支出的基本面仍然稳固。下半年住宅投
资上升，商业投资和出口疲软，围绕贸易的
不确定性最近有所减少，但前景仍然存在
风险。

鲍威尔强调，美国经济面临重要长期
挑战，美国劳动参与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仍
然低于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而且各个
种族和族裔群体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
市场差距令人担忧。在整体经济增长中，
生产率增长一直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寻
找增加劳动力参与和生产率增长的方法仍
然是美国的优先事项。

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鲍威尔说，在
2019年下半年，为应对经济全球增长疲

软、贸易摩擦影响，以及推动通货膨胀更快达
到2％目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分别在7月
份、9月份和10月份降低了联邦基金目标区
间，认为当前货币政策立场将支持经济持续
增长。他表示，只要相关经济信息与这一前
景保持一致，保持当前利率“可能仍是合适
的”。鲍威尔强调，美联储政策水平并不作预
设，如果出现变化，美联储将作出相关调整。

与此同时，鲍威尔在报告中再次强调了
财政政策的重要性。他说，在过去的四分之
一世纪中，美国利率水平一直在下降，这种低
利率环境将限制美联储设定政策利率的能
力，如果货币政策减弱，那么财政政策的支持
将至关重要。在经济强劲时将联邦预算放在
可持续的轨迹上，将有助于确保决策者拥有

使用财政政策的空间，从而在经济低迷时
期稳定经济。同时，更具可持续性的联邦
预算还可以长期支持经济增长。

近来，众议院共和党人和参议院民主
党人都已致信鲍威尔，就去年9月份的货
币市场波动提出质疑。这轮市场波动迫使
美联储在去年10月份至今年1月份期间
迅速将资产组合规模从3.8万亿美元扩大
到了近4.2万亿美元。

共和党人质疑，后危机时代银行监管
是否导致了去年回购协议市场风暴。对
此，鲍威尔强调，美联储在纽约银行间市场
的回购行为是技术性的，不代表货币政策
的改变。换句话说，鲍威尔不承认美联储
在开展量化宽松操作。他说，去年10月
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了购买国债
和回购操作计划。这些措施已成功地为银
行系统提供了充足的准备金，并有效控制
了联邦资金利率。今后，美联储会逐步放
慢国债购买步伐，以便同负债相匹配。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带来的冲击，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将对此保持关注，现在
就下结论为时过早。

生产率增长低 劳动参与率低——

美国经济面临的长期挑战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关晋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重申，只要最新信息与美

联储经济前景预测保持一致，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立场仍是合适的。但劳动参

与率和生产率增长低仍然是美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长期挑战。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根据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最新
测算，2019年德国经常项目盈余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数据
显示，去年德国经常项目盈余达到2930亿美元，占德国GDP的
7.6%，2018年这一占比为7.3%。该数额远远超过排在第二名的
日本1940亿美元。

伊福经济研究所贸易专家格里默表示，德国经常项目盈余主
要仍来自于德国贸易顺差。其原因主要在于欧元继续贬值导致德
国对美出口增强；以及英国需求加大造成对英出口增加，从而使得
德国去年下半年出口增强。相反，德国工业的衰退导致商品进口
明显下降，因而将贸易顺差拉大。与此同时，德国经常项目中的初
次收入增长明显，已经占到经常项目盈余的37%。

多年来，美国、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批评德国的
巨额贸易顺差，要求扩大内需和进口，以促进欧元区及世界经济均
衡发展。欧盟认为，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多应不超
过6%，否则会危及国民经济稳定，因为与顺差相对的是某些国家
因逆差而举债。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法国统计局近日发布的制造
业投资调查数据显示，法国工业领域2020年投资计划过于谨
慎，预计投资增长将仅为3%。对此，法国统计局警告，这将是
2013年以来最弱投资增长预期，过于谨慎的投资计划不利于经
济增长。

数据显示，法国2020年工业领域设备投资值将仅增长3%，较
去年10月份的预期下降1%。据统计，2019年法国工业全年投资
仅增长1%。虽然2020年的投资涨幅将高于2019年，但整体投资
市场计划仍处被压制状态。对此，法国统计局认为，通常企业负责
人在每年1月份的投资调查预期中将比上一年年末更为乐观，如
2003年以来，企业在年初的投资预期都明显高出上一年度预期近
3个百分点，但今年的投资计划明显“过于谨慎”。

本次工业投资预期增长为2013年以来最低，预示着全年市场
预期趋谨慎，并持续制约投资增长。虽然部分行业对2020年的经
济活动保持乐观态度，例如资本货物投资将增长9%，食品行业投
资将增长7%，并相应上调了投资预期，但整体增长幅度仍“过于
谨慎”，上调幅度有限，甚至部分行业还出现投资萎缩，如汽车制造
领域今年投资预期下降了2%。

法国工业投资有所放缓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据日本内阁府近日发表的最
新景气动向指数，2019年12月份日本景气为“恶化”，这是连续5
个月出现“恶化”。如此长时间的恶化是自2008年6月份至2009
年4月份雷曼危机以来最长时间的景气恶化。

以2015年景气100为基数，12月份指数为94.7，其中7项主
要统计指标中，耐用消费品出库量、零售商品总额等4项指标呈现
负数。汽车、家电、衣服等销售普遍低迷。

另据总务省同一天发布的家庭支出调查，剔除物价变化因素，
两人以上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4.8%，说明此次增税比2014年3
月份增税对消费的打击更加沉重。

日本民间研究机构普遍分析认为，去年10月份提升消费税对
市场的打击仍在持续。多数专家预测，将于2月17日公布的2019
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将有较大回落。

日本景气指数继续恶化

新华社开罗2月11日电 埃及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11日
实时数据显示，埃及国内人口总数当天下午突破1亿。

数据表明，开罗省人口约990万，是埃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
区。吉萨省是埃及人口第二密集的地区，人口约975万。

埃及移民部长娜比拉·马克拉姆当天对媒体表示，除国内人口
外，还有大约1300万埃及人生活在国外，其中仅沙特阿拉伯就有
超过200万埃及人。

埃及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埃及人口以每年250万人左
右的速度增长。据联合国估计，如果埃及人口出生率维持在目前
水平，到2030年埃及人口将增至1.28亿。

人口过快增长已成为制约埃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这
一问题，近年来埃及政府综合施策，采取鼓励计划生育和取消对部
分学龄儿童补贴等多种措施抑制人口暴涨。

埃及国内人口数突破1亿

埃及石油展览会在开罗开幕

第四届埃及石油展览会11日在开罗开幕，共10余个国家近
500家企业参展。图为人们在会上参观交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