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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战“疫”

全球病例超两千万 抗疫之路任重道远

这场持久战 ，
世界更需要大协同
■ 刘

曲

世界卫生组织 8 月 12 日数据显示，
全 球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累 计 已 超 2000 万
例，死亡病例累计超过 73 万例。世卫组
织表示，虽然数据背后是巨大的痛苦和
折磨，但抗疫成功的希望仍在；预计疫
情将长期存在，应做好抗疫“持久战”的
准备。

新冠疫情“百年一遇
百年一遇”
”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
时间 12 日 10 时 42 分（北京时间 12 日
16 时 42 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20120919 例，累计死亡病例达 736766
例。过去一周内，全球平均每天向该组
织报告确诊病例约 254500 例，死亡约
5858 例。
按世卫组织对全球划分的 6 个区域
来看，美洲区仍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
区域，过去一周该地区报告的新增确诊
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分别占全球新增
确 诊 和 新 增 死 亡 病 例 总 数 的 64% 和
63%；过去一周内新增确诊与原有确诊
病例数之比以及新增死亡与原有死亡
病例数之比最高的是西太平洋区，分别
达 31%和 27%；而确诊病例达“百万级”
的美国、巴西、印度仍是过去 7 天内全球

商视界

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国家。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不久前表
示，新冠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健康危
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冠状病毒引起
的全球大流行，其传播性强、杀伤力大，
所有国家都受到波及。新冠疫情不仅
关乎生命，更关乎生计，触及健康领域
以外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许多
国家经济大幅萎缩，经济下行又会引发
其他效应，进而对未来几十年产生影
响。
但他同时强调说，抗疫成功的希望
仍然存在。有效应对新冠大流行需要
各国领导人加紧行动，同时民众需要接
受新的防疫措施。

和接触者追踪的公共卫生监测，从资
金、物资供应、人力资源等方面着手维
持基本卫生服务；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实
施相应措施和旅行建议，并定期审查这
些措施。
谭德塞近期也多次警告，以目前疫
情发展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无
法回到人们熟知的“旧常态”。当前一
些国家在抗疫过程中正朝着错误方向
前进，原因是一些“领导人（就疫情）发
出的含混不清的信息正在破坏任何应
对努力中最关键的要素——信任。”
他呼吁每一位领导人、政府和个人
都尽一份力量来打破新冠病毒传播链，
重点是抑制病毒传播和降低病亡率；更
多激发社区作用，鼓励大家为彼此利益
主动采取个人防护措施；加强政府领导
和全面战略协调作用，明确、持续地传
达抗疫策略。

虹言无忌

冲击愈猛
中国玩具产业愈能扛

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等机构
合作研发；此外还有 139 种候
选疫苗处于临床前评估阶段。
俄卫生部 8 月 11 日首次对
■ 本报记者 路 虹
俄研制的一款新冠疫苗给予国
家注册。其研制单位“加马列
近日，全球知名玩具商美泰(Mattel)公布，截至今年第二季度
亚”
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
亏损额达 1.092 亿美元（其去年同期的亏损额也在 1.08 亿美元的
中心12日表示，
该疫苗已被命名
水平）。其中，玩具类别收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零售业几
为“卫星 V”，其第 3 期临床试验
乎全面停摆的打击，洋娃娃类别收入跌 5%，学前玩具跌 21%，汽
于12日开始，
将持续约5个月。
车玩具跌 26%，
卡通首版玩具跌 12%。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
无独有偶，加拿大玩具行业同样受到疫情严重影响，不少玩
人迈克尔·瑞安近期表示，
新冠疫
具独立零售商、大型连锁店和知名企业准备永久关门，包括拥
苗的交付暂无确切时间表，虽然
有 30 年历史的多伦多知名玩具连锁店 Toys Toys Toys。
有些候选疫苗的初步试验数据让
厄瓜多尔海关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4 月上半月中国
人充满希望，
但至今仍无法预测哪
对厄玩具出口同比下降 65%。中国长期为厄最大玩具进口来
一种疫苗在临床上完全有效。他
源国。
同时表示，
到今年年底可能会有候
国际玩具市场的低迷，严重影响了中国玩具行业的外贸
做好抗疫“持久战
持久战”
”准备
选疫苗显示出对新冠病毒有效，但
出口形势。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和出口国，全球玩具
真正的问题是到 2021 年疫苗产能
市场超过 70%的产品由中国制造。作为重要的外向型产业，
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 8 月 1 日
中国玩具产业受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冲击明显。7 月
能否跟得上全球的巨大需求。
宣布，新冠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
中旬，
广东省玩具协会针对玩具企业经营状况的调研显示，
半
在疫苗的研发和后续的产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认为疫情预计
疫苗产能跟得上需求吗
数以上受访企业的生产订单同比下降，幅度大多在 30%以
问题上，谭德塞也表达了与瑞安类
将持续很长时间，强调社区、国家、区域
上。今年 1 至 6 月，中国玩具出口连续负增长，1 至 2 月同比
似的观点，同时呼吁各国利用好手
和全球层面的持续应对努力十分重要。
近期全球多国在新冠疫苗研发上
下降 25.7%，3 月同比下降 16.1%，4 月同比下降 13.5%，5 月同
委员会还建议支持相关的研发努
头已有的一切防控工具。谭德塞
取得进展。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 8 月
比下降 11.8%，6 月同比下降 9.1%，从数据看，中国玩具业整
力，包括提供资金并参与世卫组织主导
说，通过结合快速确诊病例、全面追
10 日，已向世卫组织报告的、处于临床
体出口有逐步好转的趋势。
的“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的
踪病例接触者、对患者提供适当的
试验阶段的候选新冠疫苗共有 28 种；已
据统计，2017 年，中国有出口记录的玩具企业达 14573
国际合作倡议等，一道努力推动公平分
进入 3 期临床试验的有 6 种，其中 3 种来
临床护理、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定
家，在国际市场低迷的态势下，众多玩具企业正面临着严峻
配诊断工具、疗法和疫苗；在资源不足、
自中国，一种来自美国，一种来自英国，
期洗手、以及远离他人咳嗽等措施，
挑战。
较脆弱或高风险环境中加强病例识别
还有一种由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和美
完全可以打破病毒传播链。
广东省玩具协会会长李卓明在日前于深圳举行的“第
32 届国际玩具及教育产品展览会”上表示，目前国内外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成常态化，玩具传统销售渠道如商
城、超市、批发市场等短期内受压，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
务等网销渠道迅速填补空白，发展很快。深圳是中国电商
和跨境电商产业的主要聚集地之一，仅在深圳，跨境电商
小卖家已超过 15 万家。
广东省玩具协会的调研还显示，当前中国玩具企业
向海外迁移趋向并不明显。因劳动成本上升，近年时有
企业考虑把部分产能迁向东南亚国家。中美贸易战持
因其领导的政府对新冠疫情最初的反应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 7 月 7 日的信息
又是拉美。继博索纳罗本人
续，也有品牌玩具公司要求中国玩具加工贸易企业到海
迟缓而饱受批评，他于 3 月 27 日在推特上
发布表明，
自己得上了新冠肺炎。
之后，巴西总统府 7 月 30 日宣布，
外（诸如越南）设厂，以规避美国加征关税的风险。但现
发布视频称自己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
7 月 30 日，巴西科技部长马科斯·彭
总统夫人米歇尔·博索纳罗新冠病
实是，由于东南亚国家玩具企业的生产管理技术和配套
由于症状持续不见好转，约翰逊于 4 月 5
特斯也宣布自己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
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
能力有限，无法满足品牌公司对产品严格的质量和技术
日入院接受治疗，随后被转入重症监护室
性，目前已居家隔离办公；巴西总统幕僚
感染症状，
已进行隔离和治疗。
要求，所以质量和技术要求高的产品订单，仍不得不委
3 天，最终在 4 月 12 日病愈出院。
长确诊新冠肺炎。截至 8 月 4 日，博索纳
多国政要纷纷中招，从一个侧
托给中国特别是广东地区的玩具企业生产。值得一提
吃一堑长一智，约翰逊在感谢医疗团
罗麾下三分之一的内阁成员已感染新冠
面暴露了部分国家在新冠疫情防
的是，鉴于海外市场动辄罢工等情况，沿海玩具企业即
队“挽救了自己的生命”的同时，敦促市民
病毒，其中包括教育部长、能源部长等共 8
控中的诸多漏洞。首先，即使在疫
使考虑生产成本而搬迁，向内地迁移的动能远大于向
留在家中避免出门。
人。
情肆虐的情况下，很多国家依旧没
国外。
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 4 月
至 7 月底康复后，博索纳罗积极地在
有要求民众戴口罩，甚至很多领导
美国玩具协会副会长丽贝卡·蒙德认为，
“中国在
30 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使整个国家、
巴西各地奔走呼号，致力于重启经济活
人还通过不戴口罩来鼓励民众不要
世界玩具制造业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高标准的制
尤其是俄政府感到震惊。幸运的是，病情
动 ，并 呼 吁 国 民“ 不 要 太 害 怕 新 冠 病
恐慌。这或许与其传统政治文化有
作工艺、定制化的批量生产，目前仍然没有其他地区
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米舒斯京入院接
毒”
。
关，大批欧美人认为口罩加身让自
和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
”
受治疗几十天后康复并重返岗位。
寰球同此凉热。同样是在 3 月初，加
己看上去病恹恹的。其次，西式礼
李卓明也认为，中国玩具产业领先世界水平的优
拉美成为欧洲之后疫情新“震中”。 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夫人苏菲确诊感染新
节中的拥抱、亲吻面颊和手背等都是
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玩具产业经过 30 多年发
洪都拉斯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 6
冠病毒，特鲁多随即进行了自我隔离，且
易造成病毒传播的途径，很多国家没
展，已经是世界最大玩具生产和出口国，供应世界玩
月 16 日宣布自己与夫人安娜·加西亚均
转而通过电话会议、网络会议等形式办
有及时禁止大型聚会活动，错失了疫
具市场 70%以上的玩具，形成了完善的玩具产业链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随后被送至一家军事
公。特鲁多最终并未感染新冠病毒，苏菲
情防控黄金期。最后，一些西方国家
配套：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
高素质的生产管理和技
医院接受隔离治疗，通过远程办公来履行
亦于 3 月底痊愈。
科技先进，医疗发达，生活安逸，导致
术工人等优势。而产业链的形成需要天时、地利、
职责。
与此相仿的情况也发生在西班牙，桑
过度自信，没有将重点放在精准防控
人和各种因素聚合，纵观有意发展玩具产业的东南
埃尔南德斯的病情直到几天前才有
切斯首相的夫人贝戈尼娅·戈麦斯于 3 月
上。
亚地区国家，目前仍没有一个有条件、有能力快速
明显好转，并在医生的建议下出院回家继
中旬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当时，西班牙是
疫情无情，防控有道。世界不会因
形成产业链来取代中国的玩具制造业。
续接受治疗。他表示，
“ 我不希望看到任
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有多位内阁
为口罩而改变，但新冠的选择会因之而
何人遭受这种徘徊在生死之间的痛苦。
”
成员感染新冠病毒。
变。共识，
真的可以从头开始。

改变，
改变
，从那些
“中招
中招”
”的政要们开始……
■ 本报记者 张

日

2020 年已然过半，新冠肺炎疫情仍
在全球肆虐，多国民众罹患疫病，更有一
些国家的政要也未能幸免。
就在 3 月份，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
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也成为全世界
首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国家元首。当
月底，摩纳哥王室发布声明称，阿尔贝二
世亲王已经痊愈并解除医学隔离。
此前的 2 月 27 日，伊朗副总统埃卜特
卡尔确诊，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她本人还
是一位免疫学博士。就在确诊前一天，她
并未佩戴口罩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以及多
位部长共同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内阁
会议。
3 月 11 日，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此外，伊朗卫生及防
疫部门多名高官都被感染了，这就包括卫
生部副部长哈里奇、库姆市负责疫情管理
的最高官员穆罕默德·雷扎·加迪尔、紧急
卫生服务部负责人皮尔-侯赛因·库利万
德等。
回到欧洲，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新起点出发 中越再谱合作新篇章

■ 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 吴

骏

今年是中越建交 70 周年。1950 年 1
月 18 日，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与越南建立
外交关系，是世界上第一个与越南建交的
国家。70 年来，中越两国互为前途相关、

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
伴，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并
肩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相
互帮助，由毛泽东主席、胡志明主席等老一
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加兄弟”传统友
谊历久弥坚。经过 70 年的积累和发展，两
国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越双边范畴，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当前双方各领域交流持续
不断，务实合作日益扩大，两国地方和民间
交往蓬勃发展，经贸利益深度交融，切实造
福两国人民。
两国关系不断向好发展。建交以来，
特别是两国关系正常化至今，中越关系几
度“升级”。1999 年两党总书记确定了新
世纪两国“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
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针的关系框架，2002
年两国提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
伴”的“四好”精神，2008 年确定建立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中越两党两

国各层级始终保持密切交往，就双边关系、
元，比建交初期增长千亿倍，中国累计对越
治国理政和地区国际问题等方面进行深入
投资项目 2807 个，投资总额超过 160 亿美
沟通与合作，特别是 2015 年和 2017 年两
元。在越南经济最发达、最具区位优势和
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两度实现年内互访，就
发展潜力的南部地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两党两国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业前来投资兴业，总计逾两千家，在各个领
共同引领中越关系进入新时代全方位、宽
域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方融资并承
领域、多层次发展的快车道。中越关系积
建的越南永新燃煤电厂一期 BOT 项目累
极向好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
计发电 86.86 亿千瓦时，极大缓解越南南部
动力，也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积极
用电紧缺局面，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贡献。
“双丰收”。龙江工业园作为越南第一个中
双边经贸合作节节攀升。近年来，两
国独资的大规模工业园区，已有来自全球
国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战略
各地共 48 家企业入驻，成为两国经贸投资
对接，加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明确
合作中的亮眼范例。中越合作真诚、务实、
以金融、产能、跨境经济合作区为重点领域
有效，推动新形势下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
的基本合作框架，勾勒出双边经贸合作提
伴关系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质升级的路线图。中国已连续 15 年保持
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合作中，两国民心
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越南连续多年
相通、民间友好也不断走向深入。近年来，
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大贸易伙伴。据
中越双边人员往来持续突破 1000 万人次，
统计，2019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1500 亿美
两国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更加密

切，高校、艺术团等社会各界互访频繁。中
国已成为越南第一大外国游客来源国，越
来越多的客运航班往返于两国之间。2019
年赴越中国游客超过 600 万人次，其中来
越南部游客数量占七成，芽庄、富国岛等热
门旅游地随处可见中国游客。同时，中国
的文学名著、影视剧进入越南千家万户，越
南的特色商品也深受中国人民喜爱。国之
交在于民相亲，人文交流加强了两国人民
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中越友好事业不断注
入新活力。
中越建交 70 年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
谊更加发扬光大，双方互利共赢、面向未来
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加充实和巩
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期待同越各
界一道，以庆祝建交 70 周年为契机，共夯
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
共同推动中越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两国人
民带来更大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