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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部长兼国家
防疫指挥行动中心主席阿萨德·乌玛尔在出
席抗疫扶困志愿者团队组建仪式时表示，5
月9日，巴政府部分解除封锁措施以来，民众
防疫态度懈怠，并且在外出活动中若无其事，
聚集频繁。针对这一情况，乌玛尔强调“解
封”措施主要是针对在封锁措施下无法维持
生计的低收入人群，并警告如果民众不能在
疫情面前表现出应有的责任心且谨慎行事，
巴政府将不得不重新执行封锁措施并且将更
加严格。

部分“解封”政策执行短短数天，巴政府
就对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表示出高度担忧，并
且有意重启封锁。这一状况表明，“解封”措
施本身考虑得不够全面，在执行方式上缺乏
细节设计，导致政策受益者以外的大量人群

“解封”后自由出行，加剧了疫情扩散风险。
“解封”本身就是巴政府在疫情防控和恢复经
济二者之间的艰难权衡。受经济底子薄、韧
性差、贫富不均等弱点制约，巴政府在这一权

衡中被迫向后者倾斜。
近期，巴国内外研究院所、咨询公司、

金融组织等机构陆续就疫情对巴经济社会
的冲击作出评估。4月份，亚开行和世界
银行先后预测受疫情影响巴基斯坦经济将
陷入衰退；本月初，巴基斯坦政府背景智库
发展经济研究所预测指出，受疫情冲击，全
巴将有200万至700万人生活降至贫困线
以下。盖洛普咨询公司也发布报告称，民
调显示疫情引发的经济困难已导致巴基斯
坦四分之一人口减少了食物摄入。

尽管巴疫情自暴发以来迅速恶化，尤
其是进入5月份后日新增确诊病例在千人
以上区间内连创新高，但巴政府仍迫于经
济压力不得不放松疫情防控为复工复产让
路。5月3日，乌玛尔在国家防疫指挥行动
中心会议上指出，巴每月因感染病毒死亡

人数仅为720人，要将这一数字清零就必须
接受相应防控措施的代价。例如，防疫封锁
政策将导致全国1800万人失业，但巴基斯坦
没有能力承担这一高昂的经济成本。正如巴
基斯坦每月有4000人死于交通事故，但人们
对于乘车出行的需求远比车祸致死的风险更
重要，故政府不会切断道路交通，巴政府也不
会让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在防疫封锁政策中
消亡。5月6日，巴总理伊姆兰·汗主持召开
国家协调委员会会议研究下阶段疫情应对政
策，他在会后表示鉴于封锁措施对经济的冲
击过大，巴政府决定逐步解除封锁。他还指
出，尽管巴政府对于本国疫情何时到达峰值
拐点尚不确定，但目前不得不重启工业生产
和商业活动以提供就业。在宣布“解封”的同
时，伊姆兰·汗还指出人们有义务继续遵守有
关防疫规定，否则政府将重启封锁。

巴基斯坦卫生部网站17日上午更新的
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显示，与16日上午公布的
数据相比，该国新增确诊病例1352例，累计
确诊40151例；新增死亡病例39例，累计死
亡 873 例；新增治愈 461 例，累计治愈
11341例。

数据显示，巴基斯坦新冠疫情近期快速
蔓延，本月5日至16日，日均新增确诊病例
约1500例。同时，巴基斯坦正在加大新冠病
毒检测力度，5日至16日日均检测次数约为
12500次，目前已累计开展约37.3万次检测。

当前，巴基斯坦政府关于未来是否执行
新一轮封锁措施尚未作出最终决定，若重新
封锁，不仅恢复经济的“解封”政策目标无法
达成，而且短暂“解封”造成的人员流动性大
增会加大新冠病毒传播风险，使上一阶段的
封锁效果大减；若保持“解封”，则存在着疫情
继续蔓延的风险，国民经济“带病”强行重启
后的运行前景也不容乐观。

目前，巴基斯坦政府正努力在疫情防控
和恢复经济之间寻找平衡点，以便在防控和
发展之间实现最大程度双赢，这对于任何一
个自身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又正在遭受疫情
冲击的国家来说都是一项重大挑战。

限制措施代价不菲“解封”加剧疫情风险

巴基斯坦寻求防控与发展双赢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随着亚洲部分地区疫情出现控制和缓
解，不少国家开始着手“解封”以加速恢复经
济。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就亚太地区增长前
景、中国抗疫对地区增长的积极作用等问题，
专访了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
学家阿迪特雅·马度。

就新冠肺炎疫情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
冲击，马度表示，疫情暴发前，亚太地区尤其
是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逐步从中美经贸
紧张中复苏，但现在这些国家正面临疫情导
致的金融动荡和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在这些
国家内部，社交隔离措施将直接减少各项经
济活动并损害全球需求，进而影响出口和旅
游业；在这些国家外部，全球供应链受阻给需
求和供给两侧均带来了冲击。”马度说，“因
此，这次疫情对亚太经济的冲击具有前所未
有的‘相互增强’特征，所有国家似乎都将承
受难以避免且日益严峻的经济痛苦”。

鉴此，马度牵头撰写的世行最新《东亚和
太平洋经济更新》报告预计，本地区（不含中
国）经济增速将从2019年的4.7%降至2020
年的1.3%，最坏的情况是负增长2.8%。马
度指出，由于疫情发展程度和持续时间尚不

确定，投资者信心持续低迷，资本流动的脆
弱性随之显著增强。疾病控制能力越弱、
防治体系越差的国家，金融脆弱性就越强；
对贸易尤其是大宗商品贸易和旅游业依赖
越大的国家，债务压力就越大。因此，即便
2020年以后的时间里，亚太地区尤其是东
亚国家持久的财政压力和金融不稳定性仍
将高企。

面对上述不确定性因素，马度表示，亚
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经济，不仅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历次危机中展现了韧
性，更有不少发展潜力尚待挖掘。“稳定的
经济增速、稳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调控政
策等，均使本地区能较好地应对一般震
荡。”马度举例说，“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
速确实出现了显著下降，但中国经济复苏

迹象也十分明显——反映发电量的煤炭消耗
量等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正在逐步恢复，很多
大型工业企业已经复工复产，3月份采购经
理人指数表现向好也印证了这一态势”。马
度还专门指出，在减轻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
响尤其是防止“暂时动荡”升级为“永久伤害”
方面，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包括提振市场信
心、缓解短期资金紧张、减少失业和破产等举
措。随着经济活动逐步恢复，中国经济政策
正从救市转向复苏，展现出了对疫情冲击性
质和发展趋势更强的适应性。

马度认为，一方面亚太国家和地区须采
取国家层面的、有针对性的果断措施。目前，
各国政府既要控制疫情、救治病患，又要为较
为脆弱的企业和家庭减轻经济负担，更要尽
快启动可持续复苏计划。“尤其是已采取严格

控制措施的国家，须尽快运用对经济活动干
预较少的措施，增强应对疫情的能力，如有选
择的隔离、加强新冠病毒免疫能力测试等。”
马度说。另一方面，在确保透明度和纪律性
的前提下方可适当放宽融资条件。当经济形
势严峻时，放宽融资条件和采取监管宽容是
必要的。“当然，在当前私营部门债务高企的
情况下，监管部门必须确保金融风险可控，尤
其要厘清投资者对监管的预期以防金融市场
失稳。”马度说。

马度认为，实施上述政策的目标，不仅要
让企业在危机中活下来，更要让企业在“后疫
情时代”再次繁荣。因此，亚太国家政府应立
足长远、综合施策，鼓励企业采取新技术、探
索新商业模式，要鼓励人们学习新知识、增加
新技能。为助力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促进经
济复苏，《东亚和太平洋经济更新》在防治新
冠、医疗卫生、宏观调控、金融、贸易这五大领
域给出了行动建议和技术支持。

最后，马度还特别建议：“亚太国家政府
还应在本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强化协调，日
益深化的国际合作才是防范危机最有效的

‘疫苗’。”

亚太经济复苏须强化国际协作
——访世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阿迪特雅·马度

本报记者 田 原

巴基斯坦部分“解封”政策执行短短数天，巴政府就对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表示出高

度担忧，并且有意重启封锁。目前，巴政府正努力在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之间寻求平衡

点，以便在防控和发展之间实现最大程度双赢。

近日，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阿迪特雅·马度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要让企业在“后疫情时代”再次繁荣，亚太国家政府应在本地区乃至全球范

围内强化协调，日益深化的国际合作才是防范危机最有效的“疫苗”。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柬埔寨卫
生部5月16日宣布，柬埔寨最后一名新冠肺
炎患者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无临床症状，
符合出院标准。至此，柬埔寨全部122名确
诊病例已全部康复出院，无一人死亡，治愈率
100%。截至当日，柬埔寨已连续34天无新
增确诊病例。柬埔寨卫生部表示，如无新增
病例，将不再发布每日通报，每周记者会也将
暂停。但是，卫生部同时呼吁柬民众保持警
惕，谨防第二波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驻柬代表李爱兰高度评价
柬埔寨抗疫成绩。她表示，柬埔寨在公共卫
生领域的长期投入，开放透明的态度以及上

下一心、团结抗疫是成功控制疫情的关键
所在。她同时提醒，柬埔寨政府和民众必
须为可能出现的社区传播做好准备，防止
出现第二波疫情。

柬埔寨首相洪森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快速传播，是世界
各国需共同面对的公共健康危机。他呼吁
民众外出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
离，减少非必要外出。

目前，柬埔寨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各
项限制措施尚未解除，包括学校、电影
院、健身房等人员密集场所仍处于关闭
状态。

柬埔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归零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宋斌报道：塞内加
尔总统萨勒日前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放宽全国
紧急状态下的管控举措，强调抗击疫情将是
长期任务，民众须适应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有
效开展生产与生活。

这是3月2日发现首例确诊病例以来萨
勒总统第二次发表全国讲话。他宣布将宵禁
时间由20时至次日6时缩短为21时至次日
5时，上班时间调整为9时至16时，商业场所
每周开放6天、1天消毒并恢复每周集市，恢
复开放宗教场所，同时全国中小学毕业年级
将于6月2日起复课，其他年级和大学继续

远程教学等。
萨勒总统强调，所有场所仍需严格遵

守安全社交距离、商场限制人流量、佩戴口
罩、洗手等措施，但鉴于雨季将至，政府将
考虑适当放宽城际通行禁令，以便务农人
员开展工作。他再次重申不要对新冠肺炎
患者产生歧视。

塞政府此前的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蔓
延，联合国驻塞机构称塞内加尔是遏制疫
情扩散较好的国家之一，但是这也制约了
经济社会发展，穆斯林各派领袖和部分社
会团体曾多次谏言政府放宽政策。

塞内加尔放宽疫情管控措施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中国移动国际有限
公司日前宣布，公司将联合脸书、南非电信运营商MTN等国
际伙伴共同投建“2Africa 海底电缆”项目。该项目全长
37000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同类项目之一。

据悉，这一非洲大陆覆盖面最广的海底电缆项目建成后，
将使非洲和欧洲及中东实现无缝互联，并经过东非的中转站
与其他欧亚海底电缆相连，进一步延伸至亚洲地区。项目预
计于2023/2024年投入使用，其容量将超过当前非洲全部海
底电缆的总容量，其系统核心部分设计容量高达180Tbps。
项目将能够满足非洲广大地区对互联网高容量和可靠性的需
求，并进一步支持中东迅猛增长的容量需求，同时为满足上亿
用户未来对4G、5G和固定宽带接入的需求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项目在非洲16个国家设有21个登陆点。在将接
入“2Africa海底电缆”登陆站的国家中，服务提供商会确保
在公平、公正基础上提供带宽连接至开放的中立数据中心，这
将大幅提升企业和消费者网络连接的普及性，从而促进互联
网生态健康发展。

“2Africa海底电缆”将引入阿尔卡特海底网络SDM1新
技术，采用最多支持16对光纤部署的新技术代替最多支持8
对光纤部署的旧技术，从而提升了传输容量和成本效益。该
海底电缆将采用光纤交换技术以确保带宽灵活管理，同时电
缆埋设深度增加了50％，且电缆布线将避开已知海底干扰所
在的位置，上述措施都有助于最大程度地确保电缆的可用性。

中企在非投建

37000公里海底电缆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航空集团日前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底的2019/2020财政年
度，净亏损2.12亿新元。这是集团自1972年独自运营48年
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造成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和油价大跌，导致集团第四季度（2020年1月份至3月
份）净亏损高达7.324亿新元。新加坡航空集团表示，正在深
度检讨所有业务，以便在航空旅行复苏时更具竞争力。

数据显示，新加坡航空集团2019/2020财政年度营业收
入下跌2.1％至159.76亿新元，全年每股亏损0.179新元。集
团第四季度净亏损7.324亿新元，每股亏损0.618新元。由于
集团出现净亏损，决定将不向股民派发年终股息。

鉴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尚未得到明显遏制，新加
坡航空集团预期4月份至6月份的2020/2021新财政年度第
一季度营运现金流仍将是负数。鉴于燃油价格4月份至今持
续低迷，预计也将导致第一季度继续蒙受对冲亏损。新加坡
航空集团已暂停燃油对冲操作，并将视市场情况决定是否继
续开展更多对冲交易。

目前，新加坡航空集团已采取措施削减运营成本。从4
月份起，全体管理层减薪达30％，董事会成员也自愿削减
30％董事费。同时，集团正同飞机制造商探讨调整订单交付，
以应对当前市场状况，平衡机队更新步伐。此外，集团也与供
应商协商，调整付款期。

新加坡航空出现

首次全年净亏损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田士达报道：日前，由南非西开
普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承办的第十九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
文比赛南非赛区决赛成功举办。本次比赛以“天下一家”为主
题，来自南非多所高校的15名“高手”齐聚“云端”，通过在线
会议平台展开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

在才艺展示环节，参赛选手们“各显神通”，或小试配音，
或大展茶艺，或倾情高歌，或舞扇弄剑……把精湛的中华文化
艺术演绎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参赛选手们的演讲既有对
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感悟，也有对团结抗击疫情的赞美与呼
吁，内容既贴近生活又紧跟时事。

南非高等教育部国际司司长哈利·杰彼代表南非高教部
向大赛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表示，“汉语桥”这个文化舞台不
仅为南非大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和机会，更将
为他们展望未来、走向世界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图为参赛者在线展示才艺。 （中国驻南非使馆供图）

“云端”相会“汉语桥”

法国自5月11日起逐步“解封”。法国总理菲利普警告说，法国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
能像以前一样生活，必须学习和病毒共存。图为日前在法国巴黎，人们在塞纳河畔享受阳光。

（新华社发）

巴黎逐步“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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