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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关注全球抗疫

分析人士指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面对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盛
行的不利情况，包括中国和东盟在内的地区
各国和衷共济、守望相助，在抗击疫情和恢复
经济等方面持续开展务实合作。借助本次系
列会议，双方有望进一步在经贸和抗疫等关
键领域深化合作，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
今年以来，中国－东盟贸易投资均实现逆

势增长，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三季
度中国对东盟投资增长76.6%。中国同地区国
家关系的基础更加深厚，纽带更加紧密，前景更
加广阔。
（据新华社河内11月12日电 记者黄硕 蒋声雄）

第四次 RCEP 领导人会议定于 15 日举
行。阮国勇表示，RCEP谈判工作已经完成，有
望于15日正式签署。

RCEP由东盟10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个对话伙伴国
参加。协定谈判于 2012 年 11月正式启动，
2019年11月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发表联
合声明宣布，15个国家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
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

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贸易受

到威胁的情况下，RCEP如能签署，其意义将
尤显重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
所所长彼得·德赖斯代尔指出，这不仅将是一
项关于贸易自由化和保护开放的全球贸易体
系宣言，也将为各成员国开展经济政治合作
提供框架。

《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荣认为，协定
如能签署，在亚太地区多个主要经济体的参与
下，将进一步激发地区活力，成为全球经济进步
的催化剂。

东盟2020年主题为“齐心
协力，积极应对”，这一主题在
今年东盟与伙伴国间的抗疫合
作中得到充分展现。中国－东
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
会、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
于2月和4月先后举行，东盟各
级别会议也纷纷将合作抗疫作
为重点议题。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国勇9
日表示，在第二波疫情来袭的背
景下，本次系列会议成为各国领
导人展示有效应对疫情、保持区
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决心的重
要契机。克服疫情影响、促进经

济恢复将继续成为本次系列会
议的核心议题。

与此同时，会议期间还将公
布东盟全面恢复计划，并正式建
立东盟区域医疗物资储备。

越南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知名经
济学家武大略认为，东盟各国
需携手共渡难关，全面的抗疫
机制和政策能促进经验共享，
使各国及时获得援助，有效防
止疫情在区域内扩散。面对疫
情对区域和全球经济的冲击，
此次系列会议或将提出更多覆
盖供应链、交通运输、旅游业等
方面的措施。

第37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12日
至15日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包括第23次中国－东盟
（10+1）领导人会议、第23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
人会议、第15届东亚峰会（EAS）、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等多场重要会议。
本次系列会议由2020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主持。

分析人士认为，合作抗疫和恢复经济将是本次系列
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同时，RCEP的最终签署也备受
期待。此外，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和抗疫合作以及中方在
抗击疫情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也
受到高度关注。

新闻分析

文化习俗和民众的支持配合程度也影响疫
情防控效果。姜圣圭说，韩国人通常没有见面拥
抱或亲吻的习惯，在减少身体接触方面具有优势。

韩国《每日经济新闻》分析说，相比强调个
人主义的其他一些地区，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
国家民众对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并未表现出较强
反感，对政府出台的防疫措施给予高度配合和
支持。民众的积极响应让严格的防疫措施得以
顺利实施。

日本民众绝大部分愿意响应政府号召，外

出时戴口罩。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岩田健太郎告
诉新华社记者，欧洲近期疫情反弹与大规模休
假、防疫疲劳等因素有一定关系，相比之下，日
本人的休假规模较小，且自我约束能力较强。

许振义说，新加坡民众普遍理解与支持政
府的抗疫举措，极少有公然拒戴口罩、反对限制
行动自由等情况。有了这样的社会支持，防疫相
关立法和执法也就更易开展，有不少违反防疫规
定的行为在邻居、路人的监督下受到惩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科技在疫情防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
金东贤介绍，韩国在今年1月初就开发出诊断
试剂，并很快获得药监部门批准，随后，能够开
展病毒检测的机构大幅增加，广泛迅速地开展
检测工作。姜圣圭说，韩国有效实施了追踪、检
测和隔离治疗的措施。2015年，韩国修订了预
防传染病相关法律法规，允许政府通过搜集手
机信号和信用卡刷卡记录等追踪感染路径。

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说，新加坡卫
生部投入1000多万新加坡元（1新加坡元约合
0.74美元）开发“合力追踪”应用、访客登记系
统、便携式防疫追踪器等软硬件，从而让追踪密
切接触者的时间从4天缩短至2天以内，实现
早发现早隔离，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

目前新加坡已启动一些大型活动，快速检测
能力保障了活动的顺利举行。

韩国流行病学学会会长、翰林大学教授金东
贤告诉新华社记者，流行病学调查是确保韩国疫情
防控相对成功的原因之一。一旦出现确诊病例，防
疫部门就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迅速发现密切接触者，
并对其采取隔离14天的措施，从而阻断传播链。

韩国嘉泉大学医学院教授姜圣圭认为，韩
国能将疫情遏制在可控范围内得益于政府建立
并实施了较为灵活的保持社交距离政策，政府
持续提醒民众减少外出、聚会和旅行。

日本根据自身情况，并未采取应检尽检的防
疫对策，而是设置了较高的检测门槛，重点应对聚

集性感染和重症病例，以缓解医疗系统压力。
日本政府同时呼吁民众注意个人防护，例

如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及避免身处
密集、密闭、密切接触的“三密”环境等。商场等
公共场所的入口提供消毒酒精供使用，不少商
业设施配备了自动体温检测仪。

新加坡自6月2日结束病毒阻断措施重启
经济活动以来，分3个阶段逐步放开，而不是一
放到底。尽管近来社区新增病例数保持在个位
数或零增长，但是人们出门仍必须戴口罩，并保
持至少1米的社交距离。

进入秋冬季，新冠疫
情持续肆虐。全球多地新
增确诊病例 100 万例激
增，多个国家再次实施“封
城”举措。而韩国、日本、
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疫情
虽也有反弹，但抗疫效果
相对较好。

专家和学者认为，建
立符合国情的防疫体制并
及时调整、借助科技手段
加强防疫，以及民众普遍
遵守防疫措施等，是一些
亚洲国家防控相对得力的
共同原因。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1日电（记者谭晶
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1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全美 10 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34383例，新增死亡病例1859例，再次刷新全
球范围内一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最高纪录。
同时，美国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数、住院病例
数等疫情指标再创新高。

数据显示，截至10日，美国过去7天平均
日增确诊病例数高达116228例，创该国疫情暴
发以来新高。7天平均日增死亡病例数也在不
断攀升，目前已接近1100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1日晚，美国累计确诊
病例超过1039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4万例。

美国日增确诊病例超13万 多项指标刷新纪录

地区领导人共商东亚合作

三大焦点值得关注

民众合力

科技助力

措施得力

落实RCEP签署

深化中国－东盟合作

推动合作抗疫

第37届东盟峰会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发 东盟峰会开幕式文艺表演。 新华社发

11月 12日，
在日本东京，行人

佩戴口罩出行。
新华社/美联

伊朗政府预算部门高级官员哈米
德·普尔穆罕默迪11日说，尽管遭受
美国方面制裁，伊方继续出口原油，今
年3月以来日均出口60万至70万桶。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当天晚些
时候在议会讲话时重申，将抓住“一切
机会”让美方解除对伊制裁。

美国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并增加对伊
朗的制裁。针对美方退出协议，伊朗
去年5月以来逐步中止履行协议部分
条款。

路透社援引油轮追踪网站的数据
报道，遭受美方制裁后，伊朗日均原油
出口量较2018年的日均250万桶大
幅下跌。不过，伊方官员多次说，美方

“极限施压”政策已经“失败”，因为伊
方一直在努力绕过制裁、持续出口原
油。普尔穆罕默迪11日对伊朗媒体
披露最新原油出口数据时没有提及更
多细节。

鲁哈尼在议会强调，伊朗政府的
目标是“解除我国人民肩上承受的制
裁压力”。 郑昊宁(新华社微特稿)

伊朗称日均出口原油逾60万桶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1日电（记
者孙丁 徐剑梅）据多家美国媒体11日
测算和统计，民主党在今年大选中已经
赢得保住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地位所需
席位，而参议院控制权归属仍存悬念。

媒体数据显示，在众议院选举中，
民主党已获得218个席位，超过全部
435个议席的半数。这意味着民主党
将在新一届众议院中继续把持控制
权。共和党已赢得202席。目前还有
15个议席归属尚不明朗。

今年大选中，国会参议院共有35
个席位改选。目前，已有33席归属明
确，加上双方此前掌控的席位，共和党
人暂时以50席对48席领先民主党人
和独立派人士。余下2席均来自东南

部佐治亚州，其结果将决定新一届参
议院控制权归属。

据美国媒体测算和统计，截至11
日，民主党人、前副总统拜登在总统选
举中已获得至少279张选举人票；现
任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在最新赢得
阿拉斯加州的3张选举人票后，已拿
下217张选举人票；还有个别州胜者
未知。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胜选须赢取
全部538张选举人票中至少半数以
上，即至少270张。

拜登此前已经宣布胜选，并启动
过渡工作。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其
团队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亚利
桑那等州就部分选票合法性、计票过
程透明度等提起多项诉讼。

美国媒体测算：

民主党保住众议院多数党地位

美国苹果公司10日发布三款新电脑，从外观上看秉承苹果旧款电脑的精髓。
然而，新款电脑没有使用英特尔芯片，而是使用苹果自研M1芯片。美国消费者新闻
与商业频道（CNBC）分析，苹果发布这三款携带自研芯片的电脑，标志英特尔处理
器对苹果电脑持续15年的支持告终，同样意味半导体行业出现重大变化。

图为苹果公司硬件工程副总裁约翰·特努斯介绍苹果自研M1芯片。
新华社/路透

苹果新款电脑停用英特尔芯片

英国陆军参谋长马克·卡尔顿-
史密斯视察部队演习时，所乘直升机
没有停到指定地点，导致他与地面接
应人员一度“失联”。

英国《泰晤士报》12日报道，陆军
快速反应部队大约2400人眼下在英
格兰索尔兹伯里平原参加名为“瑟伯
勒斯演习”的军事演习。卡尔顿-史
密斯10日乘坐“野猫”直升机前往当
天最后一站视察时，地面接应人员看
到直升机没有降落在指定地点，而是
降落在远处，疾冲过去迎接。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陆军一名消
息人士的话报道，地面人员已提前划
定直升机着陆点，但是卡尔顿-史密
斯的飞行员“决定用600米以外的另
一处备降点”。参谋长“并非失踪，大
家知道他下落”。

按照英国媒体说法，军中甚至有
过参谋长一度被宣布为“战斗中失踪”
的传言。至于没有降落在指定地点的
原因，一种说法是飞行员拿到的着陆
参考坐标不对。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直升机停错地 英军参谋长暂“失联”

英国一名护士因涉嫌杀死8名婴
儿及企图杀死另外10名婴儿被捕，定
于12日出庭受审。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这名护士名
为露西·莱特比，现年30岁，先前供职于
利物浦附近的切斯特伯爵夫人医院。柴
郡警方说，莱特比10日被捕，已被起诉。

莱特比2018年7月和2019年6
月两次作为杀婴嫌疑人被捕，但均获
保释，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结果，没有
受到起诉。

切斯特伯爵夫人医院新生儿护理部
2009年至2014年每年有1至3名婴儿

死亡，2015年死亡人数激增至8人，
2016年上半年又有5名婴儿死亡。除
婴儿死亡人数大幅增加，医院还发现，一
些早产儿在出现“不同寻常的”心肺衰竭
后死亡，一些婴儿死后在胳膊和腿上出
现异样斑块。医院2016年7月起停止
向不足32周的早产儿提供护理服务。

警方接到医院关于婴儿异常死亡
的报告后于2017年5月开始调查，发
现莱特比关联2015年6月至2016年
6月之间的8名婴儿死亡和另外多名
婴儿的非致命性昏迷。

欧飒(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一护士涉嫌杀死8名婴儿

新华社马尼拉11月12日电（记
者袁梦晨 杨柯）菲律宾警方12日
说，今年第22号台风“环高”过境菲律
宾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4人失
踪。台风于12日离开菲律宾本土。

据菲律宾气象局监测，当地时间
11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台风“环
高”在菲律宾吕宋岛东部登陆，之后横
穿吕宋岛。

“环高”过境菲律宾给吕宋岛中部和
南部地区带来大风和强降雨，包括菲首

都马尼拉在内的多个省市受灾严重。
马尼拉多处河水暴涨，城市低洼地区一
片汪洋，许多居民爬到屋顶等待救援。

据不完全统计，马尼拉至少有4万
栋房屋部分或全部被淹，马尼拉和周边
地区一度有380万个家庭供电中断，还
有一些地区的农田、道路和桥梁受损。

作为台风灾害最频发的国家之
一，菲律宾平均每年遭到约20场台风
侵袭。今年10月以来，已有多场台风
过境菲律宾。

台风“环高”过境菲律宾造成至少7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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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意大利卫生部11日
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该国累
计新冠确诊病例1028424例。

图为在意大利首都罗马，
人们戴着口罩等候公交车。

新华社发

意大利确诊病例超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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