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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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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博士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在疫情防

控方面作出的努力值得世界各国尊敬；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对经济影响方面的措施行

之有效；中国的经验和解决方案基于互谅互惠原则，因而对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就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
阿联酋借鉴中国经验，阿联酋驻华大使阿
里·扎希里博士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专访。

阿里·扎希里表示，武汉“解封”标志着
中国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取得
了阶段性胜利，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作出
的努力值得世界各国尊敬，也为包括美国、
欧盟、“金砖四国”在内的东西方国家提供
了宝贵的疫情防控经验。

当前，中国经济正从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中迅速恢复。3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
理人指数（PMI）达到 52，较之 2月份的
35.7大幅上涨，显示出了市场对经济恢复
的信心。中国政府为此采取了极为有效的
财政政策，其中包括一系列金融救助措施
和税收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也致力于确保
流动性充足，实现货币市场平稳运行。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对经
济影响方面的措施行之有效，特别是在保
护企业以及稳定就业方面。这也给包括阿
联酋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如何在疫情期
间以及疫情之后稳定经济的成功经验。

阿里·扎希里介绍，阿联酋政府日前推
出了总额达到34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阿政府采取了
诸多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克服当前经营困难
并确保大型政府基础设施项目正常推进。
阿布扎比和迪拜都采取了税收减免措施。
阿联酋中央银行启动了“针对性经济支持
计划”，为银行、零售和企业客户提供支持。

在疫情防控方面，阿联酋借鉴中国的

成功经验，采取了包括暂停公共交通服务、停
工停产、建立定点收治医院、设立方舱医院、
统筹协调医疗资源、利用应用程序检测疫情
发展等在内的系列措施。阿联酋高度认同中
国政府面对疫情挑战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
目前阿联酋与中方合作设立了除中国外全球
最大的新冠病毒检测中心，同样推出了电子
许可证系统来帮助管理人员流动以及追踪确
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此外，阿联酋正在使用无人机对城市街
道实行消毒处理。阿联酋科技巨头G42集
团将人工智能及云计算技术用于防止疫情传
播以及确保医疗物资合理分配。G42集团还
启动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为科研人员提供

必要的数据，以便研发针对新冠病毒的治
疗药物。

阿里·扎希里强调，中国为当前全球应
对疫情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最近由沙特主持的G20领导人应对新
冠肺炎特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
议无疑是世界各国合作抗疫最佳方案：坚
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尽
早召开G20卫生部长会议、发起G20抗疫
援助倡议；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各国
必须携手拉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积
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发挥作
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各国联手
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陷
入衰退。

阿里·扎希里表示，中国的经验和解决
方案基于互谅互惠原则，因而对国际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为世界
各国合作共同抗疫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
前，国际社会应积极协调合作，应对疫情挑
战，共克时艰。

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

中国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成功经验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王俊鹏

4月13日，新加坡单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386例，创下自1月23日确诊第
一例病例以来单日最高增幅。新加坡疫
情蔓延进入多发高发阶段，呈现本地每日
确诊病例显著增多、外来输入病例越来越
少态势，防疫形势严峻且不容乐观。此前
因有效控制疫情被国际社会广泛称赞的
新加坡也不再淡定，不得不出台更多严格
措施来应对疫情。

客工宿舍成高危区

统计数据显示，新加坡累计确诊病例
从500例增加到1000例，用了10天时间；
从1000例增加到1500例，用了7天时间，
从1500例增加到2000例仅仅用了3天时
间。新增确诊病例呈指数级增长。

一周以来，客工宿舍已成为确诊人数
和出现感染群最多的高危区域。卫生部
说，多数客工在确诊时属于无症状或轻
症。他们加大了对客工宿舍的排查力度，
这导致确诊人数的上升。目前新加坡已

有数个客工宿舍出现确诊病例，政府将这
些宿舍列为隔离区，工人不能离开宿舍，由
政府提供一日三餐。

此外，来源不明感染者显著增加，加
大了防控难度。所谓来源不明的病例，是
指患者之前没有与已确诊病例的接触史，
也没有近期出国的情况。截至 4 月 12
日，新加坡累计发现668例来源不明的感
染病例，大约占到总确诊人数的四分之
一。与确诊人员没有密切接触的感染者快
速增加，表明疫情已在新加坡全国蔓延
开来。

来源不明感染者日益增多引起了人们
一定的恐慌情绪。新加坡医疗专家表示，
来源不明感染病例快速增加令人担忧，很
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感
染的。病毒高度的迷惑性和隐蔽性，给周
围人员带来了伤害。应对来源不明患者传
染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外出，待在家中，
隔断传染源。

处罚措施愈加严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新加坡
政府高度重视，全力以赴采取各种措施积
极应对，管制处罚措施越来越严厉。

新加坡政府已告诫国民减少不必要外
出，更不要无故在外游荡，外出打包食物、办
理事项必须戴口罩，保持一米以上安全间隔
距离，尽量缩短逗留时间，自觉配合政府行
动。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近日发出紧急警
告，疫情何时出现拐点尚未可知，若部分人不
遵守阻断措施，将有更多国人感染，呼吁国民
面对不断升级的疫情要万分小心、高度警惕，
保护自己即保护他人和社会，反之是害人
害己。

对于不遵守规定者，向来以律法严苛著
称的新加坡从重处理。据统计，截至4月13
日，新加坡有超过200人因未遵守安全距离
措施被罚款，另有10多人因不合作管理，需
由警方介入协助处理。外籍人士甚至直接被
吊销工作许可证，禁止再次入境。

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13日晚间发布通
知说，当天共有2900多名执法人员和安全距
离大使到全岛各地巡逻，确保公众遵守安全
距离措施。该部门宣布从13日起，执法人员
碰到违反病毒阻断措施者不再发警告信，而
是直接开罚单。初犯者罚款300新元，重犯
者罚款额更高，严重违例者将被控上法庭。

此外，针对康复患者出现第二次感染、加
重新加坡医疗系统负担的状况，新加坡迅速
建立了“方舱”医院加以应对，把部分康复后

仍出现阳性反应的患者和轻症患者送进
“方舱医院”接受隔离和治疗。

还需加强全球合作

4月9日，新加坡总统哈莉玛正式签字
批准动用总额高达210亿新元国家储备金
预算案，意味着政府可以利用此笔款项，开
始落实一系列纾困与援助措施，协助国民
和企业共渡难关、共克时艰。哈莉玛表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加剧，全球各地相
继采取安全距离措施，严重冲击各大经济
体、社会和人民生计，为了减轻疫情给新加
坡人带来的影响，政府帮助全民度过充满
挑战的时期至关重要。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在参加活动时
表示，新加坡确诊病例数仍不断攀升，接
下来几周将是关键时刻。每个国家的情
况、社会规范和资源不同，其他许多国家
也在采取类似措施，大家都在对抗共同的
敌人，即新冠病毒。抗击疫情的战役距离
胜利还有一段路要走，各国必须紧密合
作，互相学习抗疫经验，共同努力加以应
对，这是人类能够控制新冠肺炎这个全球
大流行病的唯一途径。新加坡愿意为此竭
尽所能。

确诊病例大增 疫情防控严峻

新加坡全力以赴积极应对疫情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当地时间4月13日晚，法国
总统马克龙再次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将法国隔离封锁禁令延长至
5月11日。马克龙在讲话中对所有医护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感谢，承认法国目前在口罩、消毒液等医疗物资方面存在短缺，
将增强对有症状人员全面检测筛查，指出“这是遏制病毒蔓延的唯
一途径”。

马克龙还宣布了具体隔离封锁细则与政府相应措施。一是法
国民众仍需继续遵守严格的隔离封锁禁令，各项日常防护措施将
继续执行。二是幼儿园、中小学等将在5月11日后陆续开学，大
学则将延迟至夏季。三是包括餐馆、酒吧、电影院及博物馆等公共
活动场所将继续关闭，7月中旬前不得举办大型会展、集会等。四
是部分失业将继续延长，但政府将为800万受冲击员工提供保护，
为受疫情打击最为严重的旅游、餐饮等行业提供特殊补助，并向低
收入家庭提供特别援助。五是未来一段时间将扩大病毒检测范
围，将优先为医护人员、老人等脆弱群体检测。六是法国将加大口
罩生产力度，确保一线医务人员供给，并逐步实现全民口罩覆盖。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当
地时间4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在新冠肺炎疫情新闻通报会上发言指
出，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取消或放宽针对疫
情防控采取的社会和经济限制措施，其他
一些国家则在考虑是否及何时引入这些限
制措施。面对这两种情况，决策必须首先
以保护人类健康为基础，并应以对病毒及
其潜在危险的了解为指导原则。

谭德塞说，从疫情一开始，限制措施及
其影响就是世卫组织密切关注的领域。从
许多国家的情况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加
速非常快，但减速却慢得多，这意味着必须
缓慢地、有控制地取消限制措施。只有在
采取了正确的公共卫生措施，才能取消限

制措施。
为此，世卫组织提出解除限制措施的

6项标准供各国参考。一是病毒传播已受
到控制；二是卫生系统具备发现、检测、隔
离和治疗每个病例并追踪每个接触者的能
力；三是在卫生设施和养老院等特殊环境
中，疫情暴发风险被最小化；四是在工作、
学校等场所已采取预防措施；五是病例输
入风险可控；六是社区得到充分的教育、参
与和授权，以使其能适应新的防控规范。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新冠肺炎
疫情报告称，目前尚无临床试验证据表明
卡介苗有预防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作用。
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世卫组织不建议为
预防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接种卡介苗。

IMF执董会批准减免25国债务

世卫组织提出解除限制6项标准

本报河内电 记者赵青报道：为救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
弱势群体，越南政府日前公布了总额为62万亿越盾（约合186亿
元人民币）惠民救济计划，约2000万人将从中受益。这是越南首
次推出现金补贴政策为收入锐减的弱势群体提供援助。

这一计划为期3个月，覆盖革命有功人员、贫困及接近贫困
户、年营业额低于1亿越盾（约合3万元人民币）的停业个体商户、
暂缓劳动合同无薪休假人员及失业人员等，根据不同情况最高每
月可领取180万越盾（约合540元人民币）救济金。除该项计划
外，越南还出台政策将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
使用税缴纳时间顺延5个月，以帮助受疫情影响企业渡过难关。

越南出台现金补贴政策

救助弱势群体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前指出，由
于暴力冲突和气候变化影响加剧，全球已有超过8亿人面临长期
营养不良，超过1亿人需要粮食援助。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
PRI）前所长樊胜根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健康危机。但是，如
果不采取适当措施，也可能导致粮食安全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
总结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粮食安全产生的五大影响。

首先，疫情对收入水平较低和医疗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构成
了巨大威胁。新冠肺炎疫情对赤字严重、政府能力有限，尤其是医
疗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的人群构成了巨大风险。尽管新冠病毒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蔓延速度较慢，但大多数专家认为已造成
较大影响，且由于缺乏检测能力，这种影响被低估。

其次，对缺乏健全社会安全网的国家构成了巨大威胁。社会
安全网系统为人们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线，有助于阻止疫情带来
的负面经济影响。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社会安全网系统来
填补这一空白。实际上，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中只有不到20％
可以获得全面社会保护，获得粮食安全保障的人则更少。

第三，对于罹患慢性或急性饥饿或营养不良的人，新冠病毒可
能特别致命。非洲有12亿人口营养不足，占所有人口的20％以
上，是全球营养不足比例最高的地区。事实证明，新冠病毒对于年
长者或者有基础疾病的人尤其致命，也包括营养不良的人。

第四，可能会导致食品供应链中断、食品短缺和食品价格飙
升。迄今为止，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对受影响的地区或全球主食供
应、价格产生直接重大影响。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情况
却并不一定如此。例如，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导致西非受灾国家
主粮价格大幅上涨。

第五，导致全球经济放缓或陷入衰退，加剧极端贫困。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大幅修改了今年全球GDP增长预测，称疫情及其对
市场影响构成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经济下滑对贫困和粮
食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许多经济放缓或萎缩的国家中，饥饿
现象有所增加，主要是在中等收入国家。

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对

粮食安全产生五大影响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
格奥尔基耶娃4月13日发表声明称，IMF
执行董事会已批准在IMF经过改进的控
灾减灾信托（CCRT）下为25个成员国立
即提供债务减免，此举为IMF帮助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系列措施的一部分。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
“这将帮助它们把更多稀缺的金融资源用
于紧急医疗和其他救助工作。目前，
CCRT能提供约5亿美元基于赠款的债务
减免，包括最近英国和日本分别承诺提供
的可立即使用的1.85亿美元和1亿美元。

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和荷兰，也主动提出将
提供重要的出资。目前，IMF正敦促其他
捐助方帮助补充信托资源，以进一步增强
IMF的能力，为最贫穷成员国提供两年整
的额外债务减免。”

4月13日获得债务减免的国家包括：
阿富汗、贝宁、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
乍得、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冈比亚、
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利比里亚、马
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尼泊
尔、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塔吉克斯坦、多哥
以及也门。

法国延长隔离封锁禁令

至5月11日日前，比利时布鲁塞尔市政府在市中心大广场展开巨幅海报，上面用法语和荷兰语印着
“一起鼓起勇气”“谢谢”，以感谢市民及医疗人员为抗击疫情所作的努力。 （新华社发）

韩国加强对美赴韩人员

防疫管控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近日，韩国防疫对策本部发布

消息称，从本月13日起，自美国前往韩国的人员，除须隔离14天
外，隔离结束后3日内，全体还须接受新冠肺炎检测。

此前，从美国入境韩国的人员，只需在出现相关症状时接受新
冠肺炎检查。但从近两周韩国疫情数据来看，韩国共检测出459
例海外输入性确诊病例，其中228例是从美国入境韩国的人员，约
占总确诊病例的一半。韩国防疫对策本部部长郑银敬表示，自美
国入境韩国人员的确诊率和美国国内社区传播危险性正持续升
高，美赴韩人员被感染的危险性也随之增大。因此，必须加强针对
自美入境韩国人员的防疫管控。另外，韩国政府决定，从本月13
日起，韩国所有驻外使领馆4月5日之前签发的赴韩短期签证暂
时失效。如需前往韩国，须重新申请签证，并在申请日之前48小
时内接受新冠肺炎检测。持短期就业签证、外交和公务护照、
APEC商务旅行卡的人员以及机组、船务人员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