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疫情科普 疫情“大流行”给世界经济带来严考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1日说，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这一最新评估凸

显全球疫情形势严峻，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更为浓重的阴影。
疫情全球蔓延之际，世界经济正处在总体颓势中。不同地区和行业逐步展现多层分化趋向。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疫情是对相关经济体抗压韧性、治理水平以及国际合作成效的严考。

什么是“大流行”
世界卫生组织11日在日内瓦宣

布，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
为大流行”。那么，什么是“大流行”？

“大流行”（pandemic）原是世卫
组织对流感的定级之一。世卫组织
将流感分为6级，其中最高的就是

“大流行”，其定义是某种流感病毒
在疫情发源地以外的至少一个国家
发生了社区层面的暴发，表明病毒
正在跨国蔓延。

从概念上讲，当时的“大流行”
指的是流感病毒的影响范围，而不
是疫情的严重程度和致死率。2009
年，从美国和墨西哥暴发的甲型
H1N1流感被世卫组织定性为“大流
行”，曾引发不少争议，因为这一流
感虽然蔓延全球，但致死率较低，与
人们印象中的严重传染病不一致。

因此，2010年世卫组织网站给
出“大流行”的简单定义，即“一种新
疾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此次，新
冠肺炎成为第一个被称为“大流行”
的冠状病毒传染病。

目前，世卫组织已不再使用上述
6级分类评估流感等传染病，而是改
为4大阶段。世卫组织发言人亚沙
雷维奇在2月下旬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表示，世卫组织已不使用这套老系
统，但人们还是常用“大流行”这个词
来形容传染病的全球性传播。可见，

“大流行”并非严格的定义而是一个
模糊的概念，具有操作上的弹性。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世界经济复苏阻力增加

供应链受到干扰、消费和投资
需求萎缩、经济活动大幅减弱、市场
信心受损……疫情使世界经济复苏
面临新的阻力，让不少经济体压力
陡增。

9 日美股惨遭“血洗”并一度触
发熔断机制，道琼斯指数狂泻逾
2000 点，创下美股史上最大单日点
数跌幅。分析人士担忧“华尔街风
暴”若持续发酵，将增加美国经济衰
退风险；在欧洲，疫情导致意大利、法
国、德国三个欧元区主要经济体不同
程度遭遇衰退威胁；在亚洲，日本经
济面临个人消费低迷、出口持续下降
等困难，东南亚一些国家则面临供应
链中断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
指出，2020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低于
去年水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预测，受疫情拖累，今
年一些国家和地区将出现经济衰
退，全球经济增速也将低于 2.5%，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或
将触及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的最低点。
世界经济遭遇疫情严考之际，作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显现抗
压性。近期，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国
际投行开始关注人民币资产作为重
要避险选项的独特价值。

不少海外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抗
击疫情取得成效。疫情对中国经济
的影响是暂时的，不改其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疫情还激发了中国线上
经济、智能经济热潮，孕育着未来增
长潜力。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判断，随
着工厂重新开工、库存得到补充，中
国经济有望迅速复苏，疫情对中国经
济的总体影响相对可控。

金融危机风险较低

近期，伴随疫情发展，全球金融
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急
跌，油价下跌也对全球市场信心产生
冲击，避险需求升温。

贸发会议对全球5000家大型上
市公司和跨国公司 100 强的调研显
示，汽车及其零部件生产行业、航空
业、旅游业等将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严

重的行业。
尽管如此，不少分析人士认为，

目前来看，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
险依然较低。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
院学者克丽丝塔·施瓦茨说，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是因为市场崩溃导致
的金融产品定价失灵和风险扩散。
相比之下，今天的市场风险则主要是
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

高盛集团前首席执行官劳尔德·
贝兰克梵认为，疫情引发的恐慌可能
会冲击市场，但当健康威胁消退时，
市场有望迅速复苏。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指出，
疫情固然构成最大的短期风险，但从
中长期看，市场信心恢复的程度，还
取决于各国结构性改革力度、贸易争
端前景、地缘政治局势变化等因素。

政策协调方能携手战“疫”

面对疫情升温带来的不确定性
和下行风险，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合
作应对上轮危机形成的有益经验，各
经济体保持政策协调、形成战“疫”合
力尤其重要。

近期，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
马来西亚、英国等央行相继宣布降
息，以支撑经济、防范风险。欧盟日
前宣布成立规模达 250 亿欧元的专
项基金以应对疫情冲击，并表示“将
使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工具帮助欧洲
经济平安度过风暴”。意大利、法国、
德国也相继出台“自救”措施。

在抗“疫”征途上，中国财政货币
当局精准发力，中国人民银行向市场
投放流动性，财税部门出台一系列税
收优惠政策，收到良好成效。

为帮助成员更好地应对疫情冲
击，IMF和世界银行也宣布了各自的
措施。IMF将向寻求援助的低收入
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总额约 500 亿
美元贷款，世行将提供最高120亿美
元的资金支持各成员应对疫情。

日前，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
戈皮纳特建议各国采取有针对性的
财政、货币和金融市场措施，为经济
提供缓冲。她还强调，考虑到疫情
扩散将产生跨境经济影响和市场效
应，各国应采取协调性的措施共同
加以应对。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
樊宇）

美众院通过决议
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

美国国会众议院11日表决通过一项决议，限
制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伊朗动武，除非国会宣战
或授权总统。

决议由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蒂姆·凯恩起草，
要求特朗普对伊朗宣战必须经国会批准。

参议院上月已表决通过这项决议，当时8名
共和党籍参议员投赞成票。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埃利奥特·恩格尔说，
决议“传递明确信息，即美国民众不想和伊朗打
仗，国会先前没有授权对伊朗动武”。

决议起草人凯恩称赞众议院表决结果，说决
议不会让总统无法保护美国免受迫在眉睫的袭击，
只是要求美方是否“出手打击、派出军队”的决定必
须且只能经过国会“深思熟虑和表决”后作出。

特朗普先前誓言要否决这项决议，提醒说如
果他“双手受束缚，伊朗会很开心”。

决议在众院过关后将提交至白宫。一旦特朗
普行使否决权，参众两院均需至少三分之二赞成
票重新通过决议，才能推翻总统决定。

美联社报道，表决宣战权是国会罕见地行使
权力。国会去年通过叫停美国参与也门战事的议
案，遭特朗普否决。参众两院后续没能“翻盘”。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泉州市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追踪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
开展调查工作
事故遇难者增至29人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魏玉坤）记者
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
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和批示要求，依据《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
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福建省泉州市欣佳酒
店“3·7”坍塌事故调查组并开展调查工作。国务
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付建华任组长。

3月7日19时5分许，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欣佳酒店发生楼体坍塌事故，造成29人死亡、42
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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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3月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
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继续着力
抓好武汉和湖北疫情防控特别是重

症患者救治，精准防范疫情跨境输
入输出，加大困难群众救助力度，采
取有效措施推动加快复工复产。

会议强调，武汉和湖北要在防
控形势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的基础
上，把医疗救治放在第一位，加强重
症患者救治，继续加强社区疫情防
控，尽快让尚未轮休的医务人员全
部得到轮休，精心做好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其他疾病正常就医、组织外
地滞留在鄂人员安全有序返乡等工
作。同时，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强
协调联动，密切跟踪分析境外疫情

快速扩散的形势，结合世卫组织对疫
情的最新评估，参考国际做法，进一
步采取有针对性举措，加强疫情输
入输出防范。进一步推动国际联
防联控，做好数据共享、远端防控、
口岸检疫、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
为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防控疫情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国内有生产
能力的企业要努力增加防疫物资
生产，在保证国内需求前提下，按市
场化原则对接国外商业采购需要，
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有关方
面要给予必要支持，做好衔接。

会议要求，要落实好疫情防控
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各项措施，
对在家隔离的特困人员、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加强走访探视，及时帮助
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对因疫情
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要通过
全面摸排等及时发现报告，委托或
指定专人监护照料。对有其他疾病
的，要及时送医就诊。各级民政部
门要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妥善安置和照顾好孤儿
和孤寡老人。要设立心理援助专
项，重点支持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

对患者及家属、病亡者家属等提供
心理疏导、安抚等服务。同时，妥善
做好工作，化解因疫情带来的突出
民生问题和各类矛盾。

会议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要根据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态势，抓紧调整完善企事业单位
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在有
效防止疫情反弹的前提下，指导各
地尤其是低风险地区加快全面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
蔡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要求精准防范疫情输入输出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3
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复工复产情
况调研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定于3月中旬组织29个调研工作组，
对部分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复工复产情况开展调研。

《通知》指出，调研的目的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了解各地复工复产进展
情况，深入听取意见建议，指导帮助地
方解决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切实推动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通知》明确，调研重点包括五个

方面：一是调研了解地方党委和政府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建立同疫情
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情
况。二是调研了解地方以县域为单元
分区分级精准有序复工复产情况，指
导支持地方提高服务便利度，帮助企
业解决因疫情冲击带来的用工短缺、
资金紧张等实际困难。三是调研了解
保障交通物流运输畅通、保障农民工
等返岗就业、促进企业尽快恢复产能、

加快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抓
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帮扶因疫情致
贫返贫农户、抓好春季农业生产等情
况。四是调研了解国家出台的阶段性
减免企业社保费、减免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对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提供
低息贷款等政策措施是否已落到位，
做好政策解读，推动政策落实。五是
调研了解地方党委和政府、企业、个
体工商户、群众反映的复工复产过程
中需国家层面推动解决的问题和意见
建议，重点是当地无法解决，需要跨
省协调、行业部门支持解决的事项。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

组织29个工作组开展复工复产情况调研

俄议会上院
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

新华社莫斯科3月11日电（记者吴刚）俄罗
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11日表决通过宪法修
正案草案。

俄联邦委员会当天以160名议员赞成、1名反
对、3名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表示，自上次
宪法通过以来，俄罗斯发生了很大变化，积累了很
多经验，也出现了很多威胁和挑战。这些因素要
求俄进行宪法修正工作，俄总统普京此时提出修
宪非常及时。

当天早些时候，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三读
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

按照相关程序，宪法修正案草案要先经过俄
国家杜马三读通过，然后由联邦委员会表决通过，
之后须有三分之二的俄联邦主体立法会议（地方
议会）通过，并在俄宪法法院裁定该修正案草案不
违宪的情况下提交全民公投，在全民公投通过后
由俄总统签署生效。

俄现行宪法于1993年通过。今年1月 15
日，普京向俄议会两院发表国情咨文时提议修
宪。1月20日，普京向俄国家杜马提交宪法修正
案草案。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该宪法修正案草
案突出了宪政制度和公民人权的重要性，主要
包括扩大国家杜马权力、增加公民福利等内容。

据新华社日内瓦3月11日电
（记者刘曲 陈俊侠 沈忠浩）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1日说，新冠
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

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的例行
记者会上说，疫情的传播程度和严
重性令人深感担忧，“因此我们评
估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
称为大流行”。

他说，过去两周中国以外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数增长了13倍，受
影响国家和地区数增加了两倍；
目前114个国家和地区的确诊病
例累计超过 11.8 万例，死亡病例
达到4291例，还有数以千计的人
在医院里为生存而战。未来几周
内预计确诊病例数、死亡人数、以
及受影响国家和地区数量还将进
一步攀升。

他说：“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冠状
病毒引发的大流行。我们以前也从
未见过得到控制的大流行。”他再次

呼吁各国采取紧急的、积极的行
动。“我们已经响亮而清楚地敲响
了警钟。”

谭德塞强调，将新冠肺炎疫情
描述为“大流行”不会改变世卫组织
对其威胁的评估，“它不会改变世卫
组织正在做的事情，也不会改变各
国应该做的事情”。

世卫组织再次敦促那些有少
量病例的国家加强排查、检测、治
疗、隔离、追踪、以及动员人民，以
防止出现聚集性感染甚至发展成
社区传播，而已出现社区传播或大
范围聚集性感染的国家同样可以
扭转趋势。

他说，虽然大家都在关注“大流
行”这个词，但“让我给你一些更重
要、更可操作的词：预防、准备、公共
卫生、政治领导，最重要的是——
人。我们团结在一起，冷静地做正
确的事情，保护全世界的公民，这是
可行的。”

新冠肺炎疫情可称为大流行

3月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右）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陈俊侠 摄

世卫组织说

关注全球新冠疫情

美国道指11年牛市终结
美国股市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牛市11

日终结。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3 月 11 日报收于

23553.22点，较2月12日高点下跌20.3%。这意
味着始于2009年3月9日的这一轮牛市终结。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濒临熊市，较2月
19 日高点下跌 19%。这一指数当天报收于
2741.38点，其市值已蒸发大约5万亿美元。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3月11日拍摄的搜救现场。 新华社发

3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发
表讲话。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刘开雄 田晓航）在12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
锋表示，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
经过去。

在当日发布会上，米锋通报了最
新疫情情况。他介绍，3月11日0时
至24时，武汉新增确诊病例8例，已
经降至个位数；湖北除武汉以外，所
有地市已连续1周无新增确诊病例；
湖北以外省份，新增确诊病例7例，
其中6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以上信息提示，总体上，我国本

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新增发病
数在持续下降，疫情总体保持在较低
水平。”米锋表示，要把医疗救治工作
摆在第一位，不麻痹、不厌战、不松
劲，毫不放松抓紧各项防控工作。

米锋说，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举
全国之力，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
底的防控举措，为国内及全球其他国
家和地区做好疫情防控准备赢得了
宝贵时间。“中方愿继续秉持公开、透
明及对全球卫生安全和人民健康高
度负责的态度，加强与世卫组织、有
关国家和地区有效合作，为全球共同
抗击疫情作出中国贡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