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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欧洲，法
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纷纷沦陷，成为疫
情重灾区。面对疫情持续蔓延，欧盟吹
响抗击疫情“集结号”，强化区内统一协
调，充分调动各方优势资源，共同阻止疫
情蔓延，应对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冲击。

当地时间3月10日晚，欧盟成员国
国家元首举行视频会议，共同商讨应对
措施。欧委会随后宣布将放宽区内预算
规则，并通过援助投资基金对企业施行
国家援助。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欧盟将动用所有可用工具确保欧洲经济
平稳度过这场疫情风暴，并承诺将在宏
观经济层面采取行动，提早规避这场疫
情可能造成的混乱局面。冯德莱恩同时
指出，欧委会将尽快推出更具灵活性的
国家援助规则，支持区内遭受疫情冲击
的企业，特别是航空与旅游等企业，并同
期部署行业援助计划。

在这一欧版援助计划中，欧委会着
重突出预算规则的灵活性，以使每个成
员国都能执行必要措施。同时，欧盟将
设立总额为250亿欧元的投资基金专门
用于抗击疫情，并立即释放其中的75亿
欧元用于区内失业补偿、援助中小企业

等。当前，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主
要国家都已开始推出相应援助计划，帮
助本国企业渡过难关，包括保障中小企
业资金流动性、减免或延缴税费与社会
费用等。但是，成员国在欧盟统一援助
计划方面仍存分歧，如法国希望区内采
取统一协调的财政刺激措施，给予企业
更大支持，确保经济复苏步伐，德国则对
加大公共支出等刺激措施表现出一贯的
谨慎态度。

当天，欧盟成员国元首视频会议还
就疫情防控工作举行了磋商，旨在协调
区内共同行动。当前，距离欧洲出现首
例新冠肺炎疫情已40余天，但区内成员
国仍尚未完成对其全部防护物资库存、
需求与生产能力的评估。欧盟希望尽快
完成相关统计与评估工作，并动员区内
各成员国加强防护用品产能与进口计划
相结合，采取统一步调联动抗击疫情。
接下来，欧盟将建立成员国间防疫工作
协调框架，加强成员国间疫情信息共享，

强化彼此卫生防控对接，并建立各国卫
生部长、内政部长日常协调机制。但是，
各方在边界管控、区域隔离等方面采取
的措施仍存在差异，如意大利于3月10
日起实行全国封城措施、斯洛文尼亚已
关闭了其与意大利边境并暂停与部分疫
区国家的航班、西班牙暂时切断了与意
大利的交通联系、捷克与希腊等国关闭
学校与幼儿园并限制集会、斯洛伐克禁
止教会聚集、波兰加强边境管控等，但法
国始终认为相关隔离与限制措施将加大
民众恐慌情绪，仍拒绝执行大范围封城
措施。

面对疫情持续蔓延，各成员国防疫
各自为政，这将加大区内共同抗疫难
度。一是有民众认为，在德国、法国与西
班牙等国执行1000人以上规模集会限
制措施并不能有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在缺乏政府统一限制的情况下，各类非
正式集会仍然常见，加大了聚集性传播
风险。二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

延，欧洲对疑似病例测试与感染追踪的
能力持续不足，在强效隔离限制措施缺
乏、成员国间限制措施存在差异的情况
下，将增大潜在病毒携带者与未发病患
者“二次传播”风险。三是在全球产业链
与物流不畅情况下，欧洲在口罩、防护服
等防疫用品方面的产能持续承压，无法
为一线医疗人员及民众日常防护提供有
力支持，各成员国协调乏力，将无法集中
优势力量加大对疫情严重国家有针对性
的支持，无法有效推动“源头防控”。

另有专家认为，本轮新冠肺炎疫情
还将对欧盟形成巨大政治挑战。首先，
随着疫情蔓延与高峰期到来，欧盟多个
例行会议延期或取消，如3月12日的欧
盟部长级贸易会议等，欧洲议会也决定
将在5月份之前停止全体会议。面对区
内严峻的疫情形势，欧盟机构在疫情期
间如何高效发挥职能将对其行政与协调
能力构成挑战。其次，“争论多样性、执
行分散化”素来是欧盟推动重大议题面
临的难题，在本次疫情中也毫无例外，各
方在强制隔离、刺激性经济措施等方面
持续意见分歧。因此，如何以欧盟权威
充分协调各成员国意见，团结一致防控
疫情，调动各国资源优势，共同阻击疫情
蔓延，将成为新上任欧盟领导团队的重
要挑战，也将考验法、德等欧盟核心国家
履行责任、发挥影响力的智慧与决心。

强化区内统一协调 调动各方优势资源

欧盟商讨如何共同抗击疫情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当地时间3月9日晚，鉴于意大利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日益严峻，意大利总
理孔特宣布将整个意大利列为“红色警
戒区域”，并将此前对伦巴第大区和14
个省的封城措施扩大至全国，动用军队
力量实行全国戒严管理。除可证明的工
作、健康和紧急需求三种特殊情况外，
全国范围内民众不得擅自离开所在地。
至此，意大利成为因新冠肺炎疫情举国
封城的首个国家，这在历史上也是史无
前例的。

11日晚，孔特发表直播讲话，要
求该国除药店、生活必需品商店等必要
门店外，其余商店一律关门，公共交通
和物流将正常运行。

意大利公民保护局负责人、新冠病
毒应急委员会专员博雷利表示，截至当
地时间 3月 11日 18时，意大利新增
2313 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 12462
例，新增死亡病例196例，累计死亡
827例。

自1月31日意大利出现首例确诊
病例至今，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意大
利新冠病毒迅速传播，尤其在最近几
周内，确诊人数呈现井喷式增长；患
者死亡率达6%，为全球最高，成为全
球除中国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孔特
此前形容意大利正在经历“至暗时
刻”，他称如果人们遵守条例，意大利
一定会战胜疫情。他呼吁民众改变生
活方式，为国家作出一些牺牲。

意大利迄今已采取了在西方国家中
最为严厉的管控措施，包括禁止公众集
会，暂停全国各地足球比赛等体育赛
事；关闭全国大中小学校及健身房、博
物馆和夜总会等娱乐场所；禁止举行婚
礼、葬礼等仪式，暂停教堂弥撒及其他
宗教活动等；意大利警察以及医疗工作
人员在高速公路和火车站等交通要道设
立检查站，所有港口都禁止邮轮停靠。

尽管意大利管控措施听起来如此
“苛刻”，但在执行方面却有很大弹性。据意大利媒体报道，封城期间，意大
利公共交通，包括机场等交通枢纽仍继续正常运营，居民如有需要在城市间
旅行，可填写一份“健康声明”随身携带，凭借工作、探亲、就医、返家等
理由均可出入城市。封锁区域的民众在填写“健康声明”后仍然可以自由进
出封锁区。可见，意大利管控措施漏洞较多，实际落实较难。由于政治体制
等因素，意大利封城管控措施基本基于公民自律，无法像中国的管控措施那
样雷厉风行，行之有效。

意大利疫情加重及全国封城令出台后，意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多地出
现恐慌性购物现象，民众自凌晨开始排长队购物，超市的食品及其他生活
必需品被抢购一空。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由于意大利政府出台的“监狱
疫情管控条例”暂停了囚犯家属探视以及犯人临时外出，意大利全国监狱
发生大规模暴乱，全意至少27所监狱发生暴乱、越狱事件，目前造成至
少6人死亡。

同时，意大利的“全球最好医疗体系”在迅猛发展的疫情面前显得有些
力不从心。居民防护用品价格飞涨直至断货，医院床位爆满，不少病人不得
不在走廊救治，重症监护室（ICU）杯水车薪。在意大利受疫情影响最严重
的伦巴第大区，医生们不得不参照战时分诊原则来决定谁能获得有限的ICU
床位。医疗系统崩溃，导致许多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此外，不仅病人急
剧增加，医护人员也发生了严重感染事件。由于医疗资源有限、防护用品断
货、医护人员高强度工作等原因，仅在伦巴第大区，就有超过200名医护人
员感染病毒，占当地感染总数的12%。

据悉，为了缓解医疗压力，意大利政府已经开始返聘退休医生，大约将
新增2万名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和护工。军队医生已经开始支援民间医
院；最近退休的医生、尚未毕业的护士，也已被动员投入一线救治工作。

据报道，意大利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正在研究新冠病毒的传播曲
线，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据称，未来一周感染人数还将急速上升。数学模
型作出的预测也显示，在未来8天内，意大利可能达到新冠病毒感染高峰。

意大利的高死亡率也令人揪心。一些专家认为，造成意大利高病死率的
原因，一是意大利人口老龄化严重，新冠病毒的致死病例大多数是老龄人
口。根据欧盟统计，意大利老龄化人口比例在欧盟内最高，2018年超过65
岁的意大利人占总人口的22.6％；二是意大利医疗系统崩溃、医院人满为
患，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

为应对疫情，当地时间11日，孔特宣布将划拨250亿欧元（约合2000
亿元人民币）特别款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些资金将用于医疗卫生、经济
纾困及其他可能受影响的领域。

全球疫情大规模暴发证明了，病毒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全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科学有效指导下，每个人都
承担起责任，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互帮互助，携手抗疫，共渡
难关。

东盟致力增强经济恢复能力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
当地时间3月11日，瑞士联邦公共卫生
局、外交部、经济事务国务秘书处及海关
总署等部门举行联合发布会，通报瑞士
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和相关举措，并
就邻国拦截防疫物资等公众关心问题作
出回应。

截至3月11日早，瑞士共有645例
确诊病例，范围涵盖瑞士23个联邦州及
列支敦士登。由于各州医疗资源有限且
已出现境内人传人现象，政府不再致力
于追踪每一个感染者和感染链。政府将
尽量避免大量人群涌入医院，重视保护
高危人群，集中优势资源救治，确保医疗
资源不至于枯竭。建议有症状但不属于
高危人群的患者，不要前往诊所或医院
急诊室。如症状加重，建议联系家庭医
生或拨打各州咨询电话，并自我隔离。
症状消失后须继续隔离24小时，并确定
症状完全消失。如与确诊患者有接触，

应自我隔离5天。政府呼吁民众加强
公民责任意识，与他人接触时保持距
离，并保护易感高危人群。

经济事务国务秘书处表示，鉴于
疫情形势日趋严峻，企业可为员工向
各州申请缩短工作时间。申请流程将
大幅简化，由原来的提前十天提出申
请，缩短为提前3天提出申请，以“新
冠肺炎疫情”作为申请理由即可。

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对与意大
利接壤的提契诺州、瓦莱州、格劳宾登
州入境处实施入境人员检测，原则上
只有持跨境工作许可者可入境，其他
来瑞人员将被劝返回意大利。

外交部表示，将与公共卫生局密
切合作，及时更新出行指南。公共卫
生局有权就高风险地区划分提出建
议。旅行社与保险公司需自行决定运
营事宜以及是否承担客户取消订单的
费用。

经济事务国务秘书处表示，邻国拦
截防疫物资事件涉及汉堡港口一个集装
箱、停留在德国的一辆货车以及停留在
意大利的一辆货车。目前，瑞方正就此
与德国和意大利有关方面磋商交涉。在
汉堡港口被拦截的集装箱中的产品来自
中国，德国仅仅是中转地。

公共卫生局表示，目前许多医院推
迟或取消不必要的手术以节约资源。不
可能无限扩大重症监护床位数量，但将
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如各项措施得到有
效实施，瑞士或在5月底控制住疫情。

公共卫生局表示，医疗防护用品
应该用在关键地方。学校、企业和家
庭防护重点在于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在小范围特殊环境如医院、养老
院则可以实施封闭和隔离等措施，但
不会大面积实施。目前，暂不关停学
校，但根据形势变化不排除未来会更
改这一决定。

瑞士联邦政府呼吁

民众加强公民责任意识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宣布，美国将于当地时间
13日起暂停除英国外所有欧洲国家前往美国的旅
行，为期30天。图为即将降落在华盛顿里根国家机
场的飞机。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美暂停除英国外

欧洲赴美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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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伦敦电 记者马翩宇报道：当
地时间3月10日，英格兰银行（央行）三
个政策委员会同时宣布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紧急方案。货币政策委员会（MPC）
投票一致通过将银行利率降低50个基
点至0.25％的决议。同时，维持央行储
备对非金融投资级公司债券100亿英镑
的购买规模，以及对英国政府债券4350
亿英镑的购买规模。此外，货币政策委
员会决定引入新的定期融资计划（TF-
SME），通过央行储备为中小企业提供
额外资金支持。TFSME将在未来12
个月内以等于或非常接近基础基准利率

的水平，为银行体系提供4年期资金支
持，规模至少相当于5％的实体经济贷
款存量（1000亿英镑）。

金融政策委员会（FPC）决定立即将
英国逆周期资本缓冲率削减至银行对贷
款需求方风险敞口的0％，并持续至少
12个月。此前，逆周期资本缓冲率为
1%，FPC原计划在2020年12月份将其
提升至2%。该举措将为企业再提供高
达1900亿英镑的银行贷款。同时，英格
兰银行审慎监管委员会发布相关监管指
南，确定支持货币政策委员会和金融政
策委员会行动的监管预期。

英国央行紧急出台刺激措施

日前，欧盟成员国国家元首举行视频会议，共同商讨疫情应对措施。欧

委会随后宣布将放宽区内预算规则，并通过援助投资基金对企业施行国家援

助。但是，成员国在防控举措上持续意见分歧，将加大共同抗疫难度。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监管局批准，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体支行

机构编码：B0140S211000015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9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7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35号1号楼1层

104、105室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

局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19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
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
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
管局。现予以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自贸区分行
机构编码：B0005L24101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701087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07月30日
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万安街6号9号楼
（黄河南路与祥盛街交叉口东南角）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16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九如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41010064
许可证流水号：00701088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5月28日
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务内环路21号
（商务内环路与九如路交叉口）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16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本报河内电 记者赵青报道：东盟
各国经济部长在越南岘港参加第26届
东盟经济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发表联合
声明，致力于增强东盟经济恢复能力，以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与会部长认识到，疫情对经济产生
不利影响，旅游、生产、零售和其他服务
业等领域受到冲击。声明强调，将保持
东盟经济开放政策，提高地区经济恢复
能力，随时准备同地区外合作伙伴及国
际社会合作。

部长们认为，限制跨境流动的措施
必须基于公共卫生考虑，不应该对地区

贸易实行不必要的限制。
除此之外，联合声明同意采取行

动，以最大程度减轻疫情对经济的影
响，其中包括承诺继续保持东盟地区
贸易和投资开放；加强区域信息共享
和协调以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挑战；
与企业和协会密切配合，以巩固东南
亚作为该地区贸易和投资中心的形
象；利用技术和数字商务帮助企业，
尤其是小微、中小企业继续运营；通
过共同努力增强供应链的恢复能力和
可持续性，以加速实施《2025年东盟
互联互通总体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