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记者 陈霖）伊
朗卫生部 16 日宣布，截至当天
中午，伊朗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1053 例 ，累 计 病 例 增 至
14991 例，其中 853 例死亡，累
计治愈 4996例。

就伊朗总统日前谴责美国
持 续 制 裁 妨 碍 伊 抗 击 新 冠 肺
炎疫情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16 日 在 例 行 记 者 会 上 回 答
提问时说，当前是伊朗政府和
人 民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关
键时期，如此时持续对伊朗施
加 单 边 制 裁 ，无 异 于 雪 上 加
霜 、落 井 下 石 ，明 显 有 违 人 道
主义精神。

耿 爽 表 示 ，中 方 正 密 切 关
注伊朗新冠肺炎疫情发展，与

伊 方 保 持 密 切 沟 通 。“ 我 们 向
伊方提供检测试剂盒等抗疫物
资 ，并 派 出 志 愿 卫 生 专 家 团
队，帮助伊朗抗击疫情。我们
将继续根据伊方需要，在力所
能及范围内提供援助。我们也
呼吁国际社会同伊方加强防疫
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
共卫生安全。”

伊朗新冠肺炎累计
确诊病例接近1.5万
外交部：此时持续对伊朗施加单边制裁无异于落井下石

这是 3
月9日在伊
朗首都德黑
兰进行消毒
工作的消防
员

新华社发

世卫组织：

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累计
确诊病例数已超中国
据新华社日内瓦3月16日电（记者 刘曲 陈俊侠）世界卫

生组织 16日说，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过中
国数字。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向新华社记者证
实，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16日 0时（北京时间 16日 7时），全球累
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 164837例，其中中国 81077例，中国以
外83760例。

目前，中国以外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是意大利（24747
例），其次是伊朗（14991例）。随后的韩国、西班牙、法国、德国、
瑞士累计确诊病例数在2000至 9000例之间。

纽约股市暴跌
再度触发熔断

新华社纽约3月16日电（记者 刘亚南）纽约股市 16日大
幅低开，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超7％，触发本月第三次熔
断，暂停交易15分钟。

截至当日上午 9点 45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下跌 2250.46 点、
220.55点和 482.15点，跌幅分别为9.71％、8.14％和 6.12％。

当天纽约股市恢复交易后，道指、标普指数和纳斯达克指
数继续下跌，一度分别下跌12.07％、11.41％和 11.72％。

美联储15日宣布紧急降息100个基点后，美国股指期货大
幅下跌，触及5％的最大跌幅限制。

市场人士认为，虽然美联储有意缓解金融市场紧张情绪，
但很可能适得其反，导致投资者对疫情本身的担忧演变为对可
能发生经济危机的恐慌。

“出人意料”的应对措施

英国政府此前发布的应对疫情规划包
括4个阶段：遏制、延缓、研究以及缓解。随
着本土病例数达新高，英国政府在 12日宣

布从“遏制”进入“延缓”阶段。

在“延缓”阶段，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

降低疫情带来的影响，并尽可能把疫情高

峰期出现的时间延后，错开流感季节，以降

低卫生系统的接诊和治疗压力。

在英国政府宣布防疫进入新阶段前，本

地一些媒体预计政府会像部分国家那样宣

布更严格的隔离措施。但英国政府却给出

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方案：要求那些出现症

状的人士，不管是否有疫区旅行史，都自觉

在家中隔离7天；只有症状恶化的人才被建

议与当地医院联系；目前不需要临时关闭学

校，也没必要全面禁止大型活动，但这些措

施会根据情况变化随时考虑调整。

对此，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

克·瓦兰斯解释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让疫情

尽量延后达峰，让病例数增长曲线更趋平

缓，避免医疗体系不堪重负，并希望最终能

在“更多人群中产生对这一疾病的一定程

度免疫力”。

本来是科学顾问为解释政府做法的合

理性而提及的概念，但“群体免疫”的说法

引来了更大的争议。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不得不对

此澄清。他15日在《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

评论文章说：“我们的防疫计划是基于科学

家的专业意见来制定，群体免疫并不是这
个计划的一部分，那只是一个科学概念，不

是一个目标或者一个策略。”

有待商榷的“群体免疫”

那么“群体免疫”是指什么？

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的马丁·

希伯德教授说，越来越多人被新冠病毒感

染，也会有越来越多人患病后痊愈，不少证

据已显示他们会对病毒产生免疫力。获得

免疫力的人越多，病毒越不容易传播。当
人口中约 70％的人被感染并康复，疾病暴
发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这就是所谓的“群
体免疫”。

相对希伯德的解释，瓦兰斯给出的实
现群体免疫的人口感染预估比例更低一
点，大约是60％。

利物浦大学的马修·贝利斯教授说，在
没有可用疫苗的情况下，实现群体免疫的

过程让人“非常担忧”——若以新冠肺炎病
亡率1％这一较低水平数值来估算，即便是
英国只有 50％的人群被感染也会带来“难
以想象”的病亡水平。

英国病毒研究机构珀布赖特研究所的
西蒙·格宾斯博士说，群体免疫对病毒来说
就是一种“进化压力”，迫使它们不断适应新
变化以便摆脱免疫系统束缚，如流感病毒就
经常变异来产生人们免疫力无法应对的新
菌株，“而对于新冠病毒来说，目前还没有足
够的信息来确认类似状况会否发生”。

帝国理工学院的实验医学教授彼得·
奥彭肖也指出，由于科学界目前对新冠病
毒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它对免疫系统的影
响还有未知的方面，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
明确。

持续发酵的争议之声

目前，英国政府的“抗疫”措施引起的
争议还在持续发酵中。截至 15日，英国已
经有超过 400 名来自各大院校、科研机构
的学者签署了一份公开信。信中内容说，

“群体免疫”在这个阶段并不是可行选择，
因为这反而会让英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承受
更大压力，毫无必要地给更多人的生命带
来风险。

英国议会请愿网站的统计数字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14日上午，已有超过10万人
在请愿书上签字，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更加
积极的方式，阻止疫情蔓延。按照英国相
关规定，一旦请愿人数超过10万，议会就应
考虑对相关议题进行辩论。

新华社伦敦3月15日电

英国的“群体免疫”，是科学还是无奈？

这是3
月 15 日在
英国伦敦
的一家超
市拍摄的
货架
新华社发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加剧，英国采取的旨在延缓高峰而非强力控制
的应对措施以及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有关“群体免疫”的言论引起很大争议。

这究竟是英国政府依据最新科学证据做出的决策？还是面对卫生系
统和经济发展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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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欧洲多国收紧边境或“封城”

“至尊公主”号邮轮
中国籍工作人员平安离美
新华社旧金山3月15日电（记者 吴晓凌）中国驻旧金山总领

馆 15日表示，“至尊公主”号邮轮 11名中国籍工作人员 14日晚平
安离开美国。此前，9名持美国绿卡的中国籍乘客上岸隔离，之后
将返回在美居住地。

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至尊公主”号邮轮9日抵达旧金山湾区
奥克兰码头进行乘客转运，原本预计花费 2至 3天的转运工作持
续至15日，船员隔离计划几经调整。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瑟姆 15日说，“至尊公主”号邮轮
除保留330多名船员维持运行外，其他船员已离船。

拥有“至尊公主”号邮轮的美国公主邮轮公司 15日发表声明
称，美国国务院、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控中心、加州政府等部门
已就包机转运邮轮外籍船员回国的工作进行了协调，由公主邮轮
公司支付船员地面交通和包机回国的费用。

当地媒体 15日报道，“至尊公主”号邮轮于当地时间 16日上
午离开奥克兰码头。据公主邮轮公司介绍，“至尊公主”号邮轮入
港时共有 3533 人，包括 2422 名乘客和 1111 名船员以及工作人
员，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

西班牙国王放弃
继承父亲遗产

西班牙王室 15日宣布，国王费利佩六世放弃继承前国王胡
安·卡洛斯一世的遗产。

费利佩除放弃继承遗产外，还宣布取消国家给予卡洛斯的年
度补贴。2018年，卡洛斯获得 19.4232万欧元（约合 21.6万美元）
补贴。

根据王室声明，费利佩放弃任何来自可能为非法或有损王室
声誉的资产、股票或投资。

美联社报道，这项决定的发布正值瑞士检方在调查一个涉嫌
由卡洛斯运营的离岸账户。按瑞士《日内瓦论坛报》报道，这个账
户2008年收取一笔1亿美元款项，检方认为这属于支付的回扣。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卡洛斯在位时以一个巴拿马基金会
名义开设了这个瑞士账户，费利佩也是这个基金会的受益人。费
利佩表示，自己对这个基金完全不知情。

卡洛斯现年82岁，1975年即位，于2014年 6月退位。
新华社微特稿

日福利院杀人犯被判死刑
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一家法院16日就 2016年福利院杀人案

作出裁决，判处杀害19名残障人士的凶手植松圣死刑。
检方指控，植松圣 2016年 7月 26日持刀闯入首都东京附近

的神奈川县相模原市一家福利院，致 19人死亡、26人受伤，受害
者绝大多数为福利院看护的精神残障人士。这是日本现代史上
遇害人数最多的凶杀案件之一。

植松圣现年 30岁，曾在涉案福利院工作，在横滨市地区法院
审理过程中承认杀人，理由是“没有沟通能力的残障人士没有人
权”，引发公愤。 新华社微特稿

杨洁篪应约同
美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3月 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
电话。

杨洁篪在通话中表示，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部署下，经过
全体中国人民艰苦努力，中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
势。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杨洁篪强调，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
的态度，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通报
情况、分享信息，开展国际合作，并向一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捐
助和支持。国际社会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中国人民付出的努
力为全球防控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洁篪指出，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对
中国进行污名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
以强烈谴责。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中方正告美方，任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任何损害
中国利益的行为都必将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击。

杨洁篪指出，当务之急是国际社会积极开展抗疫合作。中方敦
促美方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愿出发，与
中方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

新华社雅典3月15日电 欧洲各国新
冠肺炎病例数继续增加，防控疫情压力加
大，多国接连出台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境内
社会活动和出入境管控，限制一些国家人
员或拒绝外国人入境。

15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
24747 例，累计死亡 1809 例，2335 例治
愈。德国确诊病例增至 4838例，累计死亡
12例。法国、瑞士、英国、斯洛文尼亚、奥地
利、罗马尼亚、希腊新增上百例病例。捷
克、爱尔兰、塞浦路斯、摩尔多瓦、克罗地
亚、立陶宛、斯洛伐克等国都有新增病例。
匈牙利出现首例死亡病例。

西班牙16日全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
例达到 9191例，比前一天增长 1438例，这
是西班牙连续 4天单日增长超过 1000例。
数据还显示，西班牙报告死亡病例 309例，
治愈出院530例。

为防控疫情，欧洲多国开始严控流动，
收紧边境。多国还实施“封城”，严控内部
人员流动。

意大利 10日起进入全国“封城”状态。
记者 15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看到，多个热
门旅游景点门可罗雀，警方也加强执法力
度。约两个小时步行采访期间，记者遇到4
次警察临检，需依法出示证件及说明出行
理由。

15日为西班牙“封城”首日，民众大都
遵守政府指令留在家中。军警在街上巡

逻，监督路人，并对部分未遵守“封城”令的
市民处以罚款。根据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4
日下达的“封城”令，全国民众除工作、就医
或购买必需品等特殊情况外必须待在家
中，不得外出。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15日宣布，塞尔
维亚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采取包括禁止外
国人入境等措施，但中国医护人员不在禁
止入境名单之列，因为“中国是目前唯一能
帮助塞尔维亚的国家”，他表示，塞尔维亚
已经从中国购买了 500万个口罩用于国内

防疫，并将寻求中方医疗援助。此外，塞尔
维亚人回国要接受至少 14天的强制隔离。
塞尔维亚还宣布暂时关闭所有学校和幼儿
园、暂停体育活动等。

德国政府 15日宣布，将从 16日上午 8
时起，加强对奥地利、瑞士、法国、卢森堡和
丹麦五国的边境管控。如无合理原因，将
不再允许旅行进出，但货运交通和跨境工
作通勤不受边控影响。

奥地利政府 15日宣布暂停与英国、荷
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四国的航班。总理库

尔茨当天宣布，从 16日起在全国范围实施
出行限制，要求所有居民进行自我隔离，没
有特殊理由不要离开住处。

希腊总理府15日决定暂时切断与阿尔
巴尼亚、北马其顿的海陆空客运交通，取消
往来意大利的海上客运交通及往来西班牙
的所有航班，禁止所有外国邮轮在希腊境
内港口停泊，但仍允许拥有希腊国籍或长
期在希腊居住者返回希腊。希腊政府15日
强调，除其他法律后果之外，还将对所有违
反疫情防控规定者处以5000欧元罚款。

克罗地亚也宣布，将视违规次数，对违反
自我隔离禁令者处以8000库纳至12万库纳
不等的罚款（1库纳约合人民币1.03元）。

塞浦路斯政府15日宣布禁止外国人进
入塞浦路斯本土，除非入境人员持有所在
国卫生部门在过去 4 天内颁发的健康证
明。获准入境人员将在接待中心接受为期
14天的隔离检疫。

波黑内阁 15日决定，从 16日起禁止一
些疫情形势严峻国家的公民入境。

罗马尼亚 15日宣布，凡是来自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超过 500 例国家的入境者，必
须居家隔离14天。

欧盟委员会 15日宣布，将限制口罩等
医疗物资出口到欧盟之外。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还呼吁，各成员国应当保障货
物在欧盟内部市场自由流动，防止造成供
应链中断、威胁民众健康。

外交部：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受到
意方热烈欢迎和高度肯定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记者 郑明达）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派往意大利的抗疫医疗专家组受到
意方热烈欢迎和高度肯定，此后专家组将前往意北部受疫情影响
最严重的地区。

有记者问：据报道，13日，意大利外长迪马约、红十字会与红
新月国际联合会主席罗卡在罗马红十字会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欢
迎中国援意专家团队。你能否介绍中国援意专家团队在意开展工
作情况？

耿爽说，为帮助意大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决定向意
大利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专家组一行 9人携带医疗防疫物资和
设备于 3月 12日从上海出发抵达罗马。据了解，专家组抵意后即
马不停蹄开展工作，根据意大利疫情形势同意大利卫生部、红十字
会、高等卫生研究院及罗马国家传染病医院等就病患救治、药物使
用、院感控制分享经验，同意方工作人员就提高公众、医护人员防
护意识，明确医疗机构防护层级交换意见。

“专家组刚开展工作短短几天，已经受到意方热烈欢迎和高度
肯定。”耿爽说。

耿爽说，专家组此行也带去了中国政府对旅意中国公民的暖
心援助。在同意方繁忙的交流期间，专家组专门安排面向旅意侨
胞、留学生的视频辅导，向大家介绍新冠肺炎的症状特点、预防常
识和治疗手段，直播观看量近 70万次，相关视频已通过多家境内
外主要网站转载。专家组还专程探望了意方收治的中国籍新冠肺
炎康复患者。“此后还将继续向旅意中国侨民传授防疫经验，并前
往意北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3月15日，在捷克尼斯河畔赫拉德克，一辆车在边境封锁线附近掉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