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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

据新华社日内瓦2月24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4日
表示，世卫组织和中国联合专家考
察组已结束在中国的疫情考察工
作，专家组认为中国防控疫情措施
避免了大量病例，疫情顶峰已过，尚
未构成全球性大流行，有关情况应
给所有国家带来防控疫情的信心。

“应该给所有国家带来希望、勇
气和信心的关键信息是，这种病毒
能够被控制。”谭德塞在世卫组织日
内瓦总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他说，专家组前往中国几个省
份，也到了武汉市，在病毒传播能
力、疾病严重程度及已采取措施的
效果等方面有了一些认识。

专家组认为，中国疫情在1月
23日至2月2日期间达到顶峰，此
后一直在稳步下降。轻症患者康复
时间平均约为两周，重症患者可能
需要三到六周才能康复。中国防控
疫情的措施避免了本可能出现的大
量病例。

世卫组织专家团队负责人布鲁
斯·艾尔沃德将于25日详细介绍调
查结果。

据新华社日内瓦2月24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4日
强调，尽管意大利、伊朗和韩国等地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陡增令人十分担
忧，但目前疫情仍未构成“大流行
病”。

谭德塞说，目前使用“大流行
病”一词不符合事实，无疑会引起恐
慌，对阻止感染或挽救生命没有任
何帮助。他指出，现在是所有国家、
社区、家庭和个人集中精力控制疫
情、并为可能到来的“大流行病”做
准备的时候。

据新华社伦敦 2 月 24 日电
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24日刊登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与世卫组织
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共
同署名的文章，介绍了科学界应对
新冠病毒的努力，特别称赞了中国
科学家共享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信
息等贡献。

文章说，中国有关部门在应对
和防控本国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所
做的不懈努力，不但为其他国家在
防控疫情上争取了宝贵时间，还为
国际科学界共同应对这一疫情“铺
平了道路”。

文章介绍，全球科学家正抓紧
研究更好的检测、治疗、防控手段。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24日电
美国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24
日宣布，已向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
染病研究所运送了该公司生产的首
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mRNA－
1273，用于开展一期临床试验。

这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公
司发表声明说，疫苗mRNA－1273
是一种抗新型冠状病毒的信使核糖核
酸（mRNA）疫苗，可针对病毒的刺突
蛋白发挥作用。刺突蛋白是病毒感染
宿主细胞的关键所在，也是过去研发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
毒疫苗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冠状病毒疫苗时的靶点。

莫德纳公司说，与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过敏症和传染
病研究所合作开发了这种疫苗。该
批次的疫苗生产由国际组织“流行
病防范创新联盟”资助。

美生产出首批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一些国家近两天陆续宣布最新
的新冠病毒疫情消息，世界卫
生组织领导的一个联合专家组
已经抵达意大利，阿富汗和中
东一些国家首次出现确诊病
例，韩国、日本和美国确诊病例
数量增加。

意大利政府24日宣布，截
至当地时间24日21时，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数量升至229例，
其中有7个死亡病例。目前被

感染人群中，27人在重症监护
室接受治疗，101人入院接受普
通治疗，94人居家隔离。据悉，
大部分病例出现在意大利北部
的伦巴第大区，有关地区已采
取了暂时关闭学校等措施。

阿富汗公共卫生部 24日
说，在西部赫拉特省出现了该
国首个确诊病例。

在中东地区，阿曼、伊拉
克、科威特和巴林24日均报告
了本国首次确诊的新冠病毒感

染病例；伊朗24日宣布确诊病
例升至47例，死亡12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当地时间24日16时，美国确
诊病例已升至53例。其中，36
例是从“钻石公主”号邮轮撤回
的美国公民，2例是在美国发生
的人际传播。

下图 24日，在意大利米
兰，人们戴着口罩走进地铁
站。 （新华社发）

中东四国首现确诊病例

伊朗第11届议会选举自21日
举行后至今尚未揭晓最终结果，但据
伊朗半官方媒体迈赫尔通讯社报道，
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在总计290个议
席中，保守派已狂揽约200个席位。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保守派最终
以巨大优势重获议会主导权，将意味
着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权威进一步巩
固，伊朗对美国政策可能会更加强硬。

保守派有望大获全胜

尽管最终结果尚未揭晓，但仅就
首都德黑兰一地来看，据伊朗国家电
视台23日报道，保守派赢得了该地
区全部30个议会席位。

德黑兰大学访问学者、清华大学
伊朗问题专家刘岚雨指出，保守派的
胜利将进一步巩固哈梅内伊的地位，
增强其在立法上的话语权。

美国智库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
会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认为，
伊朗议会组成更加趋于保守，证明美
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行的“极限施
压”政策起到了反作用。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过去4年伊
朗改革派的政策措施在油价下跌和
美国制裁等因素影响下取得的成果

不多，因此改革派在本次议会选举中
失利。

改革派的一些候选人未能参选
也是影响其选情的一个因素。在投
票前一周，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
了大部分改革派知名候选人的参选
资格，不少支持改革派的选民因此放
弃投票，导致投票率仅为40％左右。

伊核问题或更难解决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保守派最终
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代表改革派
的总统鲁哈尼在最后一年任期内处
境将更加艰难，其内政外交政策的推
行阻力可能会加大。另外，此次议会
选举结果也可能对明年的总统选举
产生影响。

刘岚雨认为，在保守派主导议会
后，鲁哈尼在余下的任期内可能不得
不摆出更强硬的对外姿态。

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随后重启对伊制裁，导致美
伊关系持续紧张。

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当前伊
朗对外面临与美国的持续对峙，对内
面临因美国制裁而加剧的经济困境，
在此情况下，一个更加保守的议会可
能让伊朗对美政策更为强硬，也让美
伊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当前危机的可
能性更加渺茫。

（据新华社德黑兰2月24日电）

伊朗议会选举保守派已狂揽六成以上席位

对美政策可能更强硬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5 日
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连日来，韩国和日本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持续增加。两国政府
都于25日召开会议制定新的
防疫举措，加强构建防疫网，防
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发布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时间
25日9时至16时，韩国新增84
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新增2例
死亡病例，累计确诊病例数增

至977例。新增病例中，44例
出现在大邱市，23例出现在庆
尚北道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确
诊病例数累计达791例。大邱
市和庆尚北道清道郡已于21
日被政府指定为传染病特别管
理地区。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
政府、总统府青瓦台三方25日
召开会议，决定对大邱和庆尚
北道采取“最大限度的封锁措
施”，防止疫情向全国扩散。随

后，青瓦台方面澄清说，“封锁
措施”并非指关闭出入通道的
地区性封锁，而是旨在加强构
建防疫网，尽最大可能阻断社
区传播。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中央防
疫对策本部本部长郑银敬在25
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
邱市感染病例主要与某教会有
关，目前防疫部门已掌握大邱该
教会的教徒名单，正在集中排
查，并对传染病特别管理地区强
化行政管理措施。

日本政府 25日在首相官
邸召开会议，制定了新冠病毒
疫情防控对策基本方针，旨在
全力遏制患者增加速度，控制
疫情在全国蔓延。

目前，日本国内多个地区
零星出现了传染路径不明的感
染者，部分地区还出现小规模
的聚集性感染。对此，方针要
求，在患者持续增加的区域，为
调查传染路径、缩小对密切接
触者的观察范围，相关区域居
民尽量不要外出。

截至24日，将“钻石公主”
号邮轮上确诊的691个病例计
算在内，日本确诊病例总数达
到851例。

韩日升级防疫举措

据新华社吉隆坡 2月 25 日电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方面25日说，最
高元首阿卜杜拉计划于25日和26
日与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所有议员
逐一面谈，以就新总理人选作出决
定。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官员艾哈迈
德·法迪勒当天对媒体说，根据宪法
相关规定，最高元首必须任命得到下
议院多数议员信任的人选出任总
理。阿卜杜拉将召集下议院议员逐
一面谈，每人持续2至3分钟，政府
首席秘书从旁见证。面谈结束后，阿
卜杜拉将作出下一步决定。

艾哈迈德·法迪勒说，这应该是
马来西亚历史上在联邦政府层面首
次采取这种方式产生新总理。

马来西亚政坛博弈加剧之际，马

哈蒂尔似乎有意避开聚光灯，迄今没
有就组阁等议题公开表达立场。他
25日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发布一张
在总理府的工作照，配文字说明：“办
公室的又一天。”

媒体和观察人士分析，马哈蒂尔
“沉默”背后，许多疑问有待解答。

马来西亚经济和法律界人士介
绍，重新选举是当前政局的可能走
向，也是社会各界最不期望看到的选
项。根据程序，重新选举需要一个月
筹备期；各政党矛盾可能因选举激
化，加剧政局震荡。当前，马来西亚
经济发展内外部挑战增加，需要政局
稳定才能应对。

美联社报道分析，辞职风波后，
马哈蒂尔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进一步
提升。

马来西亚政坛博弈加剧

马哈蒂尔“沉默”

世卫组织：中国疫情顶峰已过，尚未构成全球性大流行

中国举措为全球防疫赢得时间

新华社莫斯科2月25日电 俄
罗斯国防部25日发布新闻通告说，
苏联最后一位元帅亚佐夫因病于25
日在莫斯科逝世，享年96岁。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亚佐夫的亲
人表示慰问并指出，亚佐夫是优秀的
军事长官，拥有不可置疑的权威。他

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洗礼，战后把
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苏联武装力量
发展和国防安全巩固。

亚佐夫生于1924年，1987年5
月至1991年8月担任苏联最后一任
国防部长，1990年晋升苏联元帅，是
苏联解体前最后一位晋升元帅者。

苏联最后一位元帅

亚佐夫逝世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5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25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鼓励吸
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的措
施；确定鼓励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
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
安排，并新增优惠利率贷款；部署
对个体工商户加大扶持，帮助缓解

疫情影响纾困解难。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六稳”举
措，扩大有效内需，努力实现全年
发展目标任务。当前要更加注重
稳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等重点群体就业。一要扩大今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增
加基层医疗、社会服务等岗位招募
规模，加大对小微企业吸纳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支持。二要引导用
人单位推迟面试和录取时间，对
延迟离校应届毕业生推迟报到、
落户等时限。对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提供2年户口和档案托管，
按应届毕业生身份办理就业手
续。三要积极扩大农民工就业。
加大稳岗和就业补助。拓宽就地
就近就业渠道。新上一批带动就
业能力强的项目。重大工程建
设、以工代赈项目优先吸纳贫困
劳动力。

今年硕士生招生规模扩大
增加基层医疗、社会服务等岗位招募规模

新华社开罗2月25日电 据
埃及国家电视台报道，埃及前总统
穆巴拉克25日病逝，终年91岁。

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对
穆巴拉克去世表示哀悼，并向其家
人表示慰问。

穆巴拉克的儿子阿拉日前曾
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穆巴拉克正处
于重症监护当中。

穆巴拉克1981年 10月首次

当选总统，此后多次连任，执政近
30年。2011年1月，埃及爆发大
规模反政府示威。迫于国内压力，
他辞去总统职务。此后，穆巴拉克
受到多项罪名指控。2017 年 3
月，他结束3年刑期获释。

图为2016年4月25日，埃及
前总统穆巴拉克在开罗透过房间
窗口向支持者挥手致意的资料照
片。 （新华社发）

埃及前总统

穆巴拉克病逝

25日，在韩国首尔，警方工作人员在已暂时关闭的韩国国会大楼
前限制出入车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