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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澳大利
亚社会各界积极对中国伸出援手，近日又
组织各种活动，对中国人民和在澳华人社
区表达支持，传递携手共渡难关的心愿。

第24届澳大利亚国家多元文化节2
月21日至23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
行，这是堪培拉一年中最重要的文化活动，
每年累计吸引约30万人参加。在本次多
元文化节上，几名青年志愿者举起“武汉加
油、中国加油”的条幅，伴随着舞龙舞狮，走
在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与此同时，堪
培拉华人还发起了“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
油”的签名活动，一张巨大的条幅横跨5个
摊位，参加文化节的各界人士纷纷驻足，在
条幅上签名和写下祝福。

澳大利亚总督戴维·赫尔利及夫人琳
达·赫尔利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示：“虽然不
能亲自到现场来，但我们的心与你们同
在。”他们表示非常愿意签字支持中国、支
持武汉。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公使王
晰宁也来到现场签名，对堪培拉华人发起
的活动表示支持。

签名活动发起人、中澳青年合作组织
发起人江嘉梁表示：“志愿者在最短的时间
内集结，在紧张的几天里筹备活动，华人社
区中很多群体联系到我们，希望可以让更
多人在这个条幅上签名表达支持意愿，后
续我们将把条幅转交给中国驻澳大利亚大
使馆，借此向武汉人民、中国人民表达我们
的支持。”

截至23日下午6时，已经有超过4000
人签名，澳大利亚各界人士及民众不分种
族，不分语言，不分背景，在一个多元文化
的舞台上向中国表达了最友好的祝愿。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澳大利
亚社会的恐慌情绪也在滋长蔓延，出现了
一些针对中国人和华人社区的歧视现象，
澳大利亚中餐馆和商店生意也遭受重创。
为此，澳大利亚主流媒体2GB、第九电
视台著名综艺节目主持人以及布里斯班
4BC电台黄金时段主播本·福丹发起了

“到华人餐馆就餐”声援行动，呼吁社会
各界帮助饱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山火影响的
澳大利亚华人餐饮业和旅游业。

2月20日晚，包括澳大利亚著名新闻

主播布鲁克·卡蒂、主流媒体节目主持人马
克·莱维和政治评论员格雷厄姆·理查森等媒
体人士在内的200多位澳大利亚民众积极响
应福丹的呼吁，齐聚位于悉尼的“全聚德”烤
鸭店，以实际行动支持华人社区。

本·福丹在现场说，澳大利亚人有一种可
贵的精神，就是乐于援助困难中的人们。当
澳大利亚的一些地区遭受山火、旱灾等灾害
影响时，全国人民都伸出援手。当澳大利亚
华人遇到困难时，我们也同样应当伸出援
手。这次活动就是在向社会传递一个信息：

到唐人街就餐、到华人餐馆就餐是绝对安
全的，也是帮助在澳华人社区的最好方
式。他也希望中国人民知道，澳大利亚在
关心着中国，知道中国正在经历艰难时
刻。今晚大家聚集在一起既是为了支持澳
大利亚华人社区，也是在表达对武汉、对中
国抗击疫情的支持。

本·福丹是澳大利亚著名的传媒大咖，
在澳大利亚有巨大影响力。他在2GB电
台节目里发出呼吁后，得到了澳大利亚民
众的热烈响应，节目还在播出中，“全聚德”
订座电话就被打爆，一个小时内逾百个活
动位置全被订满。负责此次活动召集和联
系的澳星国际传媒集团执行董事陈道立
说，此次活动是由澳大利亚媒体人士发起，
普通民众踊跃参与的支援华人社区行动，
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澳大利亚自由党首都堪培拉地区主席
艾里斯戴尔近日在议会发表演讲时表达了
对中国和在澳华人的支持。“今天晚上我站
在这里，以表达对堪培拉华人社区的支
持。对于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来说，这是非
常艰难的时期。在首都堪培拉地区，我们
有一个优秀的华人社区，而且已经很好地
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并为这座美丽的城市
作出了巨大贡献。”艾里斯戴尔说。

艾里斯戴尔表示，该病毒具有极强的
传染性，中国政府正竭尽全力加以应对。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国家利益考虑作出了
一些硬性决定。这些决定确实对这座城市
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当地大学，以
及经济、社会的许多部门。有些中国学生
因为禁令无法前来澳大利亚的大学，他表
示，希望疫情尽快好转，禁令能够及早
解除。

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声援中国

守望相助 共渡难关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李学华

近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塑造欧洲数
字未来》的数字化战略，并同时发表了欧盟
数据战略及人工智能白皮书，旨在通过加
大数字化领域投资提升欧盟数字经济竞
争力。

根据相关计划，欧盟的数字化战略主
要立足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发展以人为本
的技术，二是发展公平且具有竞争力的数
字经济，三是通过数字化塑造开放、民主和
可持续的社会。欧盟提出，在2025年之前
须完成几个重要目标，包括将欧盟所有家
庭网速至少提升至100M/s，并保证企业、
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机构的网速更快；实
现欧盟居民网络基础知识普及率达到70%
（目前为57%）；至少培养50万名信息技术
领域专家；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化降低
10%温室气体排放，并创建零排放的环保
型数据中心及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大力扶
植相关技术企业。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盟
正致力于塑造涵盖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
施、数字化教育等多个方面的数字化未
来。她还表示，希望帮助德国和欧洲初创
企业获得同美国硅谷企业一样的成长和融

资机会。为此，欧盟要进一步消除在数字
化领域的内部市场壁垒，在欧盟层面整合
资源，特别是要加强量子计算机和人工智
能领域的研发及应用。

欧盟委员会主管内部市场的委员蒂
埃里·布雷东也表示，现代社会产生了大
量工业和公共数据，这些数据正在改变人
们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他希望欧洲
企业充分利用这些数据，例如通过发展人
工智能应用创造更多价值。他强调说，欧
盟正在尽最大努力参与“大数据”竞争，维
护欧盟的技术主权、工业领先地位和经济
竞争力。

作为欧盟数字化战略支柱之一，此
次公布的欧盟人工智能白皮书对欧盟在
这一领域的发展前景作出了规划。欧盟

委员会认为，目前欧盟具备成为人工智能
领域领导者所需条件，包括货币现金研发
中心、安全的数据系统、发达的机器人产
业，以及具有竞争力的汽车、能源、医药
卫生及农业等多个行业。白皮书指出，欧
盟希望为建立一个高度发达并可信的人工
智能产业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通过鼓励
私营领域和公共投资相互合作，调动价值
链各环节的资源和各方积极性，以加速发
展人工智能。

白皮书特别强调指出，鉴于人工智能系
统的复杂性及其潜在的风险，提升人工智能
应用的可靠性至关重要。欧盟希望通过制定
更加严格的规范，特别要在消费者保护、防止
不公平商业竞争、保护个人数据等方面加强
立法和管理，最大限度减小人工智能应用

风险。
此次欧盟数字战略聚焦的另一个重点

是数据战略。欧委会公布的数据战略认
为，当前少数几家领先的科技企业掌握了
全球绝大部分数据。这种“数据垄断”不
利于欧盟以数据为驱动力的相关领域创新
与发展。为了提高竞争力，欧盟将建立真
正的“欧洲数据空间”，推动欧盟单一数
据市场发展，提高尚未被使用的数据应用
效率，为跨行业、跨地区数据自由流动创
造条件。为此，欧盟一方面要建立更严格
的法律法规和制定相关政策，更好地保护
个人隐私数据不受侵害；另一方面要建立
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推动企业等更高效
地获取和使用数据。

有分析认为，数字经济在当今世界范
围内快速发展，中美两国在该领域遥遥领
先，欧盟在数字化方面已被甩在后面。此
次欧盟发布数字化战略，就是要加速追赶
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步伐，全面提升欧盟在
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力。此外，欧盟希望
通过提升自身的数字竞争力，摆脱对美国
技术企业的依赖，从而维护自身的“数字
主权”。

发布战略及白皮书 追赶时代发展步伐

欧盟着力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日
前，瑞士日内瓦华文教育基金会校长孙志
敏和会长褚峻就新冠肺炎疫情接受瑞士法
语区官方广播电台Radio Lac采访。他
们介绍了疫情发生以来瑞士华人华侨支援
祖（籍）国抗击疫情的感人事迹，向瑞士民
众传递了以理性、包容、团结和互助精神共
同应对困难的情怀。

孙志敏和褚峻介绍，该基金会的老师
均来自中国，他们与国内家人及亲朋好友
保持密切联系，每天都会收到中国政府发
布的疫情实时动态消息，大家对中国政府
采取的防控措施表示支持。瑞士华人华侨
在疫情面前团结一致，很多华人华侨社团
自发组织捐物捐款，并想方设法以最快速

度将捐赠物资运到中国，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更提供了免费空运服务。同时，他们还
保持乐观心态，认为疫情终会好转，大家对
未来很有信心。由于疫情发生时正值中国
春节，该基金会确有老师、学生及家长返回
中国，也有国内亲属到瑞士探亲。对此，该
基金会中文学校已主动作出停课决定。

孙志敏说，瑞士一直是一个提倡包容
的多元文化国度，大多数民众都能比较理
智客观地看待新冠肺炎疫情这件事，因疫
情而歧视华人只是极个别现象。孙志敏
和褚峻呼吁瑞士媒体公正、公平、真实、客
观、准确地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同时，各
方应当看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抗击
疫情付出了巨大努力，这是值得尊重的。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下简称IMF）总裁格奥尔基
耶娃专门撰文认为，全球增长
开始显露经济企稳、风险降低
的信号，尤其是中美达成了第
一阶段贸易协议，加之各国货
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发挥了积
极作用。为此，IMF 上调 2020
年和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
期至3.3%和3.4%，分别比去年
高0.4%和0.5%。

与此同时，格奥尔基耶娃
也明确指出，全球经济的根基
还远远谈不上稳固，“一些不确
定因素淡化之时，另一些新的
不确定性因素又出现了。事实
上，不确定性正变成全球经济
的新的常态”。

在她看来，2020年初发生
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正是当前
的“不确定性”。格奥尔基耶娃
在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
行长会议上称，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活动，但相
信中国经济将在二季度恢复正
常。但格奥尔基耶娃认为，这
场疫情提醒大家，全球经济复
苏势头在突发事件冲击下仍很
脆弱。各国不应再制造那些本
可避免的不确定性。

与 IMF 偏重宏观层面观
察不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从企业债务这一微观
层面对全球经济作了评估。2
月 18 日，OECD 发表了名为

《企业债券市场趋势、新增风险
和货币政策》的全球企业债务
年度报告。

OECD研究发现，由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回归，截至2019年底，
全球企业债务累计规模已达13.5万亿美元历史高位。与此同时，
全球企业发债质量却呈下降态势，表现为更苛刻的还款条件、更长
的债务成熟期和更弱的投资者保护，超过半数企业新发债券信用
评级仅为BBB级。

此外，OECD 还发现，在低利率驱动下，新兴经济体企业从
2008年开始加大发债力度，使得达不到投资级别的企业债券占比
显著攀升，从2010年的20%跃升至2019年的25%，A级及以上的占
比仅为30%。特别是每一应用级别的中位企业杠杆率较十年前大
大提高，这预示着违约率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呈现持续走高态势，一
旦突发事件导致运营困难将迅速推高上述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投资
能力。OECD预计，未来3年全球有4.4万亿企业债券陆续进入成
熟期，无论是偿还还是再融资压力都很大。OECD秘书长古里亚
提示，如此高的杠杆率将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对企
业加快结构性改革和资本市场强化融资能力也提出了更为苛刻的
要求。

鉴此，IMF建议，全球应共同努力在贸易、气候变化、发展公平
三大领域为全球增长提供更多确定性。IMF认为，全球仍须加紧
构建一个更为现代的国际贸易体系，以释放诸如电商这样的服务
贸易潜能，同时保护好知识产权。此外，应加大对清洁能源和可持
续基础设施投资，可通过征收碳税向受气候危机影响的家庭和企
业提供资金援助或融资支持。与此同时，全球应当聚焦提高整体
生活水平和创造收入更高的工作岗位，IMF将会同世界银行加大
对通过高质量教育、数字经济以实现公平发展的研究。

无论是IMF的建议，还是OECD的预警，都说明2020年的全
球经济不会是一片“岁月静好”，因而夯实其增长根基迫在眉睫。
全球经济决策者唯有前瞻谋划、强化协调、综合施策，方能夯实基
础、共克时艰、加快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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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澳大利亚堪培拉市民参加“为武汉加油”签名活动。 本报记者 李学华摄

瑞士华人华侨支援祖国

抗击疫情

欧盟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字化战略、数据战略以及人工智能白皮书，展露了欧

盟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力的雄心。欧盟将致力于塑造涵盖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

及数字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数字化未来。作为欧盟数字化战略的支柱之一，欧盟对

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前景作出规划，同时，欧盟还将建立真正的“欧洲数据空间”。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根据巴基斯坦汽车制造商
协会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2020年1月份巴汽车销售量为10095
辆，与去年同期19353辆相比下降了48％。从巴基斯坦三大汽车
品牌销售情况看，1月份铃木销量同比下降53%，为5555辆；丰田
和本田的销量也分别同比下降了36％和51％。2019年7月份至
2020年1月份，巴汽车销售总量同比下降了44%。

有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国内经济发展总体缓慢、汽车业贷款利
率较高等因素，限制了巴汽车行业的发展。去年以来巴货币严重
贬值，造成汽车生产成本上涨，售价随之大涨，使潜在消费者减少。

不过，巴基斯坦二手车市场需求出现较大增加。一些新品牌
仍然对巴汽车行业前景充满希望，并开始投资进入巴市场。现代
汽车已于1月份在巴基斯坦建厂投产，并开始设立本地经销商。

巴基斯坦汽车销量

持续走低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韩国政
府23日宣布，根据传染病专家的建议，决定
将新冠肺炎传染病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最
高的“严重”级别，同时大幅强化防疫应对
体系。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现在韩国新冠肺
炎疫情形势面临“重大分水岭”，未来几天是
重要关头，政府要采取“史无前例的强力应
对措施”。他表示，韩国政府要继续保持以
疾病管理本部为中心的防疫体系。韩国还
设立了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并首次由总
理担任本部长，主持相关工作。

最近一周，韩国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急剧
恶化。2月18日，韩国确诊病例仅为31例，
无死亡病例。但截至2月24日16时，确诊

病例已增至833例，且有7人死亡。当前，
以色列、巴林、约旦、基里巴斯、萨摩亚、美属
萨摩亚群岛已针对韩国采取了禁止入境
措施。

韩国新冠肺炎疫情已进入社区传播阶
段，其中大部分病例出现在大邱、庆尚北道
地区，其他地区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疫情。
文在寅表示，现在要全力给予这些地区人
力、装备、防疫物品支援。另外，新冠肺炎疫
情已蔓延至韩国总统府、国会、地方政府、军
队等党政军机构以及医院、保健所等医疗
机构。

韩国传染病危机预警分为“关注”“注
意”“警戒”“严重”4个级别。韩国此前于1
月27日把预警级别提至“警戒”级别。

韩国上调新冠肺炎疫情

预警至最高级别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王黎旭 李文德报道：日前，中国
铁建承建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主体育场——卢赛尔体育场项
目主体钢结构吊装完工，建筑的“马鞍形”外观成型，实现重大施工
节点突破，为下一步的屋面结构施工奠定了基础。

该项目是中国企业首次以设计施工总承包身份参建的世界足
联最高标准专业足球场。作为2022年世界杯主场馆，将承担开幕
式、闭幕式、半决赛和决赛等重大赛事活动，整体能容纳92000名
观众，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建造的规模最大、容纳人数最多的专
业体育场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膜结构施工项目。

卡塔尔世界杯主体育场

实现重大节点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