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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现在，“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已不仅仅
是中国人高呼的口号，很多韩国政客、学
者、企业家和友好人士也纷纷加入这一行
列，积极对中国捐款捐物，希望中国能早日
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近日，首尔市决定针对北京等12座中
国友好交流省市，分医用和民用两批次捐
赠总计6亿韩元的医用物资。此外，全罗
北道、全罗南道、光州市、江原道也分别捐
献了口罩等医疗物资。

首尔市市长朴元淳专门录制视频，为
中国加油。朴元淳在视频中说：“韩国有
句俗语，‘困难时给予帮助的才是真朋
友’。5年前，首尔曾经历了中东呼吸综
合征疫情，北京当时给予了首尔很大帮
助，现在轮到首尔支持北京了，首尔支持
中国！”

除了韩国地方政府，很多友好团体和
企业也积极行动，韩中友好文化交流财团、
韩中学术文化交流协会等韩国社会团体踊
跃捐款；一些与中国结缘的韩国企业也开
始为中国捐款。

最近，韩国建国大学官网上用中文醒
目地写着“建国大学与大家同在，中国加
油！”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等学术机构
也纷纷捐款，发出慰问信为中国加油。韩
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院长黄载皓在慰问
信中写道：韩国人深知中国人在身处逆境
时，是何等坚韧不拔，是如何迎难而上的。
中国朋友们难免会遇到挑战，但也定会战
胜挑战。韩国作为朋友自始至终都会为中
国加油，为中国喝彩。正所谓“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

韩国踊跃捐赠

助中国战“疫”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空展日前在樟宜
展览中心举行。作为世界三大航展之一，
本届新加坡航展共吸引来自超过45个国
家930多家企业、4万名商业代表出席。

部分参展商缺席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表
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乘客数量锐
减，航空公司开始感受到疫情带来的冲击，
包括飞机订单和航空维修业等数据也有
所体现。因此，国际航空业需要做好应对
准备。2003年，SARS疫情在全球超过20
个国家肆虐，旅客运转量大幅减少，愁云曾
笼罩航空业近一年时间。国际航空业曾坚
强地度过了SARS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
面对当前疫情，相信大家也能及时采取措
施调整商业计划，积极应对。从长远来看，
世界航空业，尤其是亚洲航空业未来发展
仍将充满生机。预计未来20年全球乘客
数量将翻倍，从40亿人次增加到80亿人
次，其中有一半新乘客将来自亚太区域。

根据主办方早前公布的信息，此次航
展原本估计会吸引超过50个国家上千家
参展商。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超过
70家参展商在航展正式开幕前不久确定

退展，展出的飞机数量也少于上届，主办方
较早前也宣布取消航空领导人峰会。但
是，从世界飞机制造巨头及主要厂商继续
参展来看，新加坡航展仍颇具吸引力。

波音空客两重天

本届新加坡航空展，作为航空业两大
巨头的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虽然一如既
往地重视并参加，各自租用的展览位置也
都十分显眼，各方面比拼不分伯仲，但受疫
情影响，各自并没有将最新定型的飞机实
物在现场展出，打破了两家公司以往参展
的惯例。

2020年波音公司开局依然不顺，之前
发生的波音737MAX空难事故引发了系
列问题，让波音公司成为众矢之的，口碑和
订单数均一落千丈。据波音公司有关人士
透露，截至2月12日，2020年1月份尚未
获得新的飞机订单，波音777和波音777X
净订单为零，波音737和737MAX净订单
也为零，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如此
现象。

据此，波音公司2020年前景堪忧。今
年 1 月份向客户交付的飞机数量不及
2019年同期的三分之一，仅为13架，包括

6架787梦想飞机、2架777飞机和3架商用
飞机的军用版本。2019年1月份，波音公司
签订了 45 份订单，并交付了 46 架飞机。
2019年，由于737MAX停飞导致交付量断
崖式下跌，加上订单减少以及减产导致的生
产成本增加，波音出现6.36亿美元净亏损。
波音公司日前表示，今夏将新增生产线，生产
已获得 130 架订单和承诺订单的 737-
800BCF型飞机，这为扭转颓势带来了一丝
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波音公司飞机订单
如不出现转机，恐将迎来其历史上最惨淡
之年。

反观波音公司最大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公
司，在2020年1月份获得274架飞机订单，
表现一枝独秀，创下至少15年以来最高水
平，A320、A330、A350XWB和A380的总
订单数达20382架。在中型飞机市场方面，
空客公司率先推出的A321XLR飞机已抢占
先机并计划于2023年交付用户，波音尚未推
出的NMA可能在2025年才能交付用户。

空客 2月 14日公布的 2019 年财报显
示，2019年，空客实现营收704.78亿欧元，
同比增长11%；调整后的运营利润为69.46
亿欧元，同比增长19%。空客预计2020年
运营利润将突破75亿欧元。另外，空客今年
的目标是交付880架商用飞机。

中国队表现抢眼

值得一提的是，为庆祝中新建交30周
年，应新加坡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派出八一飞行表演队首次参加新加坡航
空展，并呈献精彩的飞行特技表演。

王瑞杰在航展欢迎仪式上指出，今年
是新中建交30周年，感谢中国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仍接受新加坡邀请参加航展。他
赞赏中国飞行表演队为保障参展人员和他
人的安全，在启程前所采取的健康检查和
体温检测等特别措施。

开幕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美
国海军陆战队等表演了特技飞行。中国空
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由七架歼—10 （J—
10）战斗机组成。美方飞行表演队由F—
35B联合攻击战机和F—22“猛禽”战机
组成。中美此次派出的战斗机都是首次在
航展飞行表演上亮相。中国空军八一飞行
表演队从多机编组到单机飞行，近15分
钟的表演、15个特技飞行动作，一气呵
成、干净利索，在为现场观众带来五彩缤
纷视觉享受的同时，也向各国观众充分展
现了中国空军的自信和强大，在现场迎来
阵阵喝彩。

巨头继续比拼 中国队表现抢眼

新加坡航展仍颇具吸引力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近
日，巴基斯坦萨戈达大学师生自发举办支
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校园声援游
行，在萨戈达大学校长艾哈迈德·伊什特和
萨戈达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法扎尔·拉
赫曼带领下，游行队伍高举“万众一心，
共克时艰”“中国加油，武汉加油”“身虽
远，心犹在”“我们在萨戈达大学，我们为中

国加油”等内容的标语，挥舞着中巴两国国
旗，在学校中阔步前进，为中国抗“疫”斗争加油
鼓劲。

艾哈迈德·伊什特表示，我们知道中国
人民正在承受疫情之苦，历史上中国曾成功
度过了很多艰难时刻，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
政府迅速、成功地控制住此次疫情的蔓延表
示感谢。在防控疫情方面，中国为全球树立

了榜样。他说：“我们坚信，中国会成功战
胜这次疫情，实际上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
地看到，中国很可能会创造全世界范围内
有力应对流行性疾病的先例。”

图为巴基斯坦萨戈达大学师生举行支
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游行活动。

本报记者 梁 桐摄

近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
会听证会上表示，欧洲央行正着
手应对数字化、气候变化两大新
变局。与此同时，拉加德重申，欧
元系统性缺陷仍旧是困扰欧元区
发展改革的结构性难题。

面对全球金融体系数字化变
局，雄心勃勃的欧洲央行在欧盟
委员会“绿色政治”压力下，不得
不加快推进货币数字化、振兴欧
洲绿色金融市场。但“治标还得
治本”，且不论货币数字化、绿色
金融发展等新任务有多重，欧元
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始终是影响欧
元区稳定、妨碍欧元提升国际化
地位的“根本性结构挑战”。未
来，欧洲央行或将被迫同时应对
上述挑战。

欧元数字化进程一直以来都
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从目前看，
欧洲央行将以“内外两手”应对货
币数字化挑战。从内部看，欧洲
央行仍处在论证评估该问题的关
键阶段，预计在年底前完成的欧
元货币政策战略评估将以欧元货
币数字化为重点。从外部看，欧
洲央行正加紧与其他主要经济体
协调。不过，船大难掉头。鉴于
欧元区庞大的经济体量以及分散
的行政管理模式，欧洲央行推进
货币数字化必将面临重重的内部
阻碍。

与此同时，厘清欧洲央行在
发展绿色金融进程中的定位，也
成为了本届欧洲央行执委不得不
面对的新问题。但到目前为止，
欧洲央行迫于种种因素掣肘，很
难在短时期内“走得太远”。

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的施政纲领中，欧盟将加紧发力，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当前，在欧洲资本市场上，越来越多的环保概
念资产不断涌现。今年1月份，拉加德在宣布启动货币政策战略
评估之际，主张将环保问题纳入欧洲央行职责范围内，但她的相关
言论立即在欧元区范围内引发了争议。诸多欧洲权威金融机构及
政府官员均认为，欧洲央行当前应“不忘初心”，履行好监管机构的
职责，避免刻意地为市场资本流向“背书”。

或许是注意到了市场机构的不同声音，拉加德此番在欧洲议
会提及，欧洲央行当前正在拓展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确保将气
候变化影响更好地反映在欧洲央行的经济分析、建模和预测方法
中，同时欧洲央行也会密切监测“气变浪潮”给欧元区经济金融领
域带来的风险。

溯本寻源，欧洲央行在推进货币数字化和绿色金融问题上遇
到的诸多阻碍，大多来源于欧元区经济结构性问题。正如拉加德
近日所说，“近年来，欧元区的体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基本要
素仍然缺失或不完整”。以当前欧洲央行力推的欧洲货币联盟为
例，其本质仍然是一套相对单纯的经济与货币规则，并未将金融、
经济、社会和政治纳入通盘考量。受欧债危机和全球贸易低迷等
诸多内外因素叠加影响，欧元区各成员国增长水平、宏观经济政策
和社会治理水平呈现出愈发明显的差距，欧洲各地掀起的民粹主
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更加剧了社会撕裂，加大了西式政治制度下“唯
选票论”政客的施政难度。毋庸讳言，面对这些结构性、制度性难
题的阻碍，欧洲央行未来成功凝聚各成员国、利益集团共识，同时
应对上述新旧挑战可谓“道阻且长”。

欧
洲
央
行
应
对
挑
战
﹃
道
阻
且
长
﹄

□
陈

博

本报伦敦电 记者马翩宇报道：英国政府日前批准了2号高
速铁路项目（HS2）。该项目一期工程连接伦敦和伯明翰，将在今
年4月份开工建设，预计2029年至2031年首次通车。项目二期
工程将连接利物浦、利兹、约克等北方工业城镇，预计将在2040年
之前正式通车。HS2高速铁路项目建成后，从伦敦出发到利兹、
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的时间将比乘坐现有铁路缩短一半。

HS2高速铁路项目从计划到正式获得通过前后用了近10年时
间。最初官方预算为560亿英镑，但因工程量大、工期长及沿线历
史遗迹迁移、环境和动物保护等原因，实际造价远超最初报价。此
前一直执行财政紧缩政策的英国政府将该项目长期搁置。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HS2高速铁路项目获批向全世界表达
了21世纪的英国有雄心，也有伟大梦想，更有实现梦想的勇气。
同时，这也标志着英国公共交通全面“革新”的开始。

英国2号高速铁路项目

获批实施

“身虽远，心犹在”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
当地时间2月17日下午，世界卫生组织在
日内瓦总部举行新冠肺炎疫情例行新闻通
报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会上指
出，数据显示，新冠肺炎不像非典（SARS）
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其他病毒那
样致命，超过80%的患者病情轻微，而且
将会康复；约14%的病例会导致肺炎和气
短等严重疾病；约5%的患者有呼吸衰竭、
感染性休克和多器官衰竭等严重疾病；只
有2%的病例是致命性的，年龄越大死亡
风险越高；目前儿童病例相对较少，这需要
更多的研究来了解其中原因。

谭德塞说，截至日内瓦时间2月17日
6时，世卫组织已收到除中国外25个国家

的694例病例和3例死亡报告。数据显示
新发病例有所下降，但对这一趋势作出解
读仍须持谨慎态度，现在判断这种下降趋
势是否会持续还为时过早。

谭德塞表示，随着来自中国的数据越
来越多，我们开始对疫情有了更清晰的了
解，包括疫情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可能向何
处发展。中国在2月17日发布了一份报
告，提供了超过4.4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的详细数据，这些数据使我们更好地了
解到受影响人群的年龄范围、疾病的严重
程度和死亡率等。这一做法对世卫组织能
够向各国提供基于证据的良好建议非常重
要。谭德塞鼓励所有国家都能公开分享关
于新冠肺炎的数据。

谭德塞谈到，目前在中国的国际专家小
组正在与中国同行密切合作，以加深对疫情
的了解。世卫组织感谢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
网络及其他合作伙伴提供专家支持。世卫组
织仍在多个方面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各国做
好疫情应对提供支持，包括正在向世界各地
的实验室发送检测工具、向许多国家提供个
人防护设备来保护卫生工作者、与制造商合
作以确保个人防护设备供应、培训卫生工作
者、就如何筛查检测追踪和治疗接触者向各
国提供建议等。

当地时间2月17日晚，世卫组织制定并
发布在入境点和大规模集会时管理公共卫生
事件的指导文件，以确保公共卫生安全。

该文件所称入境点包括港口、机场、公路

口岸等旅客国际出入境通道，涉及行李、货
物、集装箱、运输工具和邮包等，以及为旅
客提供出入境服务的机构。

该文件主要内容包括：加强对国际港
口、机场和地面过境点发现患病旅客的管
理工作，包括检测和面谈患病旅客、报告疑
似感染者并及时发出警报、隔离和转诊疑
似感染者；船上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手册，以
帮助各国在船上和港口实施公共卫生应急
规划和措施；航空运输公共卫生事件管理
手册（世卫组织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合作
编写），以帮助各国机场主管部门按照相同
标准和方式实施公共卫生风险干预措施；
大规模集会公共卫生准备在线课程，以支
持各国开展公共卫生安全活动。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

逾八成新冠肺炎患者病情轻微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联合国邮政管理局2月17日
发行了第27版濒危物种系列邮票，集中展示了12种濒危的候鸟、
哺乳动物和海洋动物。联合国邮政管理局与《保护野生动物迁徙
物种公约》合作发布了这套邮票。这套邮票展示的动物均被列入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和《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长伊冯娜·伊奎罗表示，公约与
联合国邮政管理局在长期合作中发行了一系列邮票，提高了人们
对公约所列濒危物种的认识。这些邮票成为了联合国发行的最受
欢迎系列邮票之一，今年发行邮票上的物种也同样受到《保护野生
动物迁徙物种公约》的保护。

联合国发行12种

濒危动物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