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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 16 日晚发
布的数字显示，过去24小时巴西全国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83926 例，累计确
诊 11603535 例；新增死亡病例 2841
例，这一数字创下新高，目前累计死亡
282127例。

据巴西各州卫生厅和主要媒体联
合体的最新统计，最近 7 日巴西全国
平均日增死亡病例达到1976例，也创
下新纪录，这一平均值比14天前的数
字增加了48%。

近期巴西新冠疫情再次告急。巴
西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基金会本月 9
日发布的各州重症病床占用率报告指
出，全国26个州和1个首都联邦区的
首府目前公共医疗体系重症病床占用
率均超 70%，这一数字超 80%的有 25
个首府，其中有15个首府的重症病床
占用率更是超过90%。一般来说，重
症病床占用率超80%就代表形势非常
危急。

巴西南部南里奥格兰德、圣卡塔
琳娜和巴拉那三个州最近两周来疫情
增长势头最为猛烈。巴拉那州卫生厅
厅长贝托·普雷托介绍说，虽然已经增
加了重症病床数量，但医护人员人手
紧张已到了极限，原先只需负责10张
重症病床的一个医疗团队，现在需要
负责15张重症病床。

由于疫情吃紧，巴西多个州都宣
布了不同程度的更严厉管制措施。疫
情最严重的圣保罗州本月15日至30
日，全州进入紧急阶段。在这一阶段，
防疫措施比红色阶段更为严格：非生
活必要场所继续关闭，同时还不得进

行聚集性宗教活动、不得举办体育赛
事、关闭公园和海滩等。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教授卡洛
斯·马尼奥指出，虽然巴西各地都有程
度不同的限制措施，但很多民众反对
社会隔离措施，14日全国范围内出现
了反对隔离游行，让社会隔离措施难
以有效执行，这是疫情难以控制的首
要原因。

巴西佩洛塔斯联邦大学流行病学
专家佩德罗·阿拉尔认为，病毒检测不

够全面也导致新冠疫情在巴西的传播
加快。他说，检测不是简单追求数字
准确，而应尽早检测出更多的病例，以
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圣保罗大学附属医院传染病专家
埃瓦尔多·斯塔尼斯劳认为，一些被证
明对新冠预防或治疗并无效果的药物
仍在医疗系统使用也加剧了病毒在巴
西传播的风险。他说，这些药物的使
用让民众产生了“虚假的药物保护力
印象”，认为有了这些药物的预防或治

疗作用，就可以不遵守隔离措施。这
不但浪费了资源，还增加了病毒携带
者四处传播病毒的风险。

此外，变异新冠病毒的出现也让
巴西国内疫情更加令人担忧。P.1变
种已经在巴西全国范围内传播。除
P.1变种和主要在里约热内卢州流行
的 P.2 变种外，巴西研究人员本月 12
日还报告发现了一种新的新冠病毒变
种。目前有充分证据表明该变种传染
性很强，但它对有抗体者的影响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

巴西国家科学计算实验室下属生
物信息实验室协调人安娜·特雷莎·瓦
斯康塞洛斯说，由于当前新冠病毒在
巴西传播迅速，病毒变异在意料之中，
必须尽快控制疫情，减少病毒变异的
机会。

在疫情危急的情况下，巴西民众
对新冠疫苗更加渴望。最新调查显
示，90%的巴西民众表示会接种疫
苗。虽然巴西政府近日来已与多个疫
苗研发和生产机构签署了购买疫苗的
协议，但交付日期均在4 月之后。由
于现有的疫苗存量不足，包括里约热
内卢州在内的4个州首府16日疫苗接
种工作不得不暂停，要等候联邦政府
分发更多疫苗。

巴西各州卫生厅和主要媒体联合
体的统计显示，截至 16 日，巴西全国
已有10389077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占全国人口的4.91%；3791197人接种
了第二剂，占总人口的1.79%。

记者 赵 焱 陈威华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3月16日电

巴西新冠疫情再度告急

3月16日，巴西新任卫生部长马塞洛·凯罗加（左）在巴西利亚出席会议。巴
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15日任命心血管病医生马塞洛·凯罗加出任卫生部长，
接替现任部长爱德华多·帕祖洛。凯罗加将成为巴西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第4
名卫生部长。 新华社发

3月15日晚，伊朗民众身着传统民族服装在首都德黑兰参加诺鲁孜节前的庆祝活动。今年3月21日是
伊朗重要传统节日诺鲁孜节，即伊朗新年。 新华社发

盛装迎新年

英国政府16日发布一份题为“竞
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国防、发
展与外交政策的整体评估”的报告，全
面描绘了该国对未来十年在世界舞台
所扮演角色的愿景。这份报告被认为
是冷战结束以来英国对其世界地位最
彻底的一次重新评估，意图在脱离欧
盟后塑造“全球英国”的形象，但不少
专业人士认为其“抱负与能力”之间存
在差距。

设定广泛目标
报告阐述了英国外交政策和国家

安全的基本原则，包括多方面内容。
报告一方面称北约仍是欧洲-大

西洋地区集体安全的基础，英国将继
续成为北约内部的主要欧洲盟友，另
一方面也明确提出英国外交政策将向
印太地区“倾斜”，并称世界地缘政治
和经济重心正转向该地区。

报告称，为应对其他国家显著增
加的、多样化的威胁，形成“最低限度、
有保证和可信的核威慑”，英国将把其
所拥有核弹头的数量上限从180枚增
加到260枚。

报告还说，英国将建立一个反恐
行动中心，统筹政府部门、安全情报机
构、执法系统等共同协作，以更好地应
对恐怖主义。

此外，报告还阐述了其他一系列
目标，涵盖气候变化、经济发展、技术
研发、太空战略等，

引来专家质疑
对于这份报告设定的目标，一些

专家提出了质疑。英国前国家安全顾

问、前驻法大使彼得·里基茨说，报告
强有力地宣告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
色，但他质疑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能
否“实际发挥作用”。

对于英国意图将外交政策向印太
地区“倾斜”，里基茨认为这可能招致
欧洲盟国不满。他说，英国向印太地
区的“倾斜”同时也是从欧洲的“偏
离”，法国人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英国肯
定欧盟对欧洲安全的贡献，但报告会
让他们“失望”。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事

务副研究员理查德·惠特曼表示，英国
对自身愿景充满自信，“但想要成功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份报告表明，离
开欧盟并没有让国际角色正在减弱的
英国学会“反省”。尽管英国在报告中
强调将继续致力于欧洲安全与防卫，
但有关与欧盟关系长期目标的内容明
显很单薄。

惠特曼还认为，英国在这份报告里
展示的雄心如何实现还存在很多问题，
尤其是报告提出的外交议程的规模和
范围都需要外交能力的显著提升，而这

需要巨大的财务投入才能推动。
“真正的考验将在2021年之后。”

放弃了欧洲这一重要外交平台，英国能
否将其对未来国际关系的自信愿景转
变为“实现其雄心壮志的新的、更深入
的伙伴关系”，惠特曼对此表示怀疑。

核政策备受批评
除了上述质疑，这份报告中有关

提高核弹头数量上限的提法在英国国
内外备受批评，不少人士认为此举“不
负责任且危险”。

英国“苏格兰民族党”成员伊恩·
布莱克福德表示，该报告显示了“‘全
球英国’的品牌到底有多空心”。他质
问向国会议员介绍该报告内容的首相
约翰逊，是谁给了约翰逊政府权力让
其可以背弃英国在《核不扩散条约》中
承担的义务。

针对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一档广
播节目中有关伊朗核问题和英国增加
核弹头数量的表态，英国绿党议员卡
罗琳·卢卡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拉布
说其他国家的武器扩散使他“夜不能
寐”，但就在这之前他还试图为英国核
武器扩散作辩护，这种做法是“惊人的
虚伪”。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负责人贝亚
特丽斯·菲恩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
访时说，英国改变其核弹头数量上限
的决定是“骇人、不负责任和非常危险
的”。这违反国际法，也不能解决气候
变化和虚假信息等英国面临的真正安
全威胁。

记者 孙晓玲
据新华社伦敦3月16日电

英国谋划“后脱欧”时代全球定位遭质疑

3月16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离开位于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
府准备前往议会，介绍“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国防、发展与外交政策的
整体评估”报告。 新华社发

3月17日，医务人员在印度新德里的一处车站为乘客进行新冠病毒
检测取样。印度卫生部17日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印度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28903例，累计11438734例。 新华社发

印度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8903例

3 月 16 日，人们坐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一家咖啡馆的室外区
域。塞浦路斯16日重新开放餐厅和咖啡厅，但只能在室外提供服务。

新华社发

塞浦路斯餐厅重开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3月
16日电（记者倪瑞捷）蒙得维的
亚消息：第二批由中国科兴公司研
制的新冠疫苗16日运抵乌拉圭首
都蒙得维的亚，同时运抵的还有中
国向乌拉圭捐赠的口罩、护目镜等
防疫物资。

乌拉圭政府采购的首批中国
科兴新冠疫苗已于2月25日运抵
蒙得维的亚。

本月1日，乌拉圭在全国范围

内启动免费、非强制的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优先为教师、军人、警察、
消防员等群体接种。

乌卫生部说，疫苗接种工作进
展良好。乌拉圭副总统阿希蒙和
公共卫生部长丹尼尔·萨利纳斯8
日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

乌拉圭国家应急署16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916例，累计确诊73770例；新增死
亡病例8例，累计死亡725例。

第二批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运抵乌拉圭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3月16日电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16日公布的经济
形势预测报告显示，德国及欧元区3
月经济信心指数超预期增长。

报告显示，反映数百位金融专
家对未来 6 个月欧元区及德国经
济信心的指数3月大幅上升，远超

市场预期。3 月欧元区经济信心
指数高达 74，而此前分析师们预
期该数据会较上月有所下降，仅为
65。这也是该指数连续第四个月
上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9 日
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今年欧
元区经济预计增长3.9%。

欧元区经济信心指数超预期

新华社突尼斯3月 16日电
（记者黄灵） 中国华为公司 16 日
在突尼斯举办“突尼斯人才日”，希
望与突尼斯学界、商界进一步加强
合作培养通信技术人才。

突尼斯通信技术与数字经济
部部长克里姆在当天的活动中对
突中两国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
合作表示满意。他表示，华为一直
致力于与突尼斯大学和企业合作，
培养突尼斯本土通信技术人才，突
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中国驻突尼斯大使张建国表
示，数字经济已在非洲生根发芽，

在经济、社会等领域发挥重要作
用。华为公司自1999年进入突尼
斯以来，不仅为突尼斯提供优质通
信服务，更注重承担社会责任，培
养当地人才。他相信中突双方今
后能够在技术通信和人才培训合
作方面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华为在突尼斯建立信息通信
技术培训学院以来，已和数十所
突尼斯高校签署协议，为 4000 多
名突尼斯学生提供线上课程，先
后选拔 80 多名突尼斯学生加入
华为“未来种子”计划，组织参加
实习培训。

华为在突尼斯
举办“突尼斯人才日”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6日电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
约卡斯 16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
国和墨西哥边境非法移民数量达
到 20 年来最高水平，美方驱逐了
大多数单身成年非法移民和非法
移民家庭，但不会驱逐无人陪伴的
非法移民儿童。

马约卡斯说，美国政府正在建
设新的非法移民儿童收容设施，与
墨西哥合作助其接收被美国驱逐
的非法移民家庭，并针对避难申请
者制订方案。他说，拜登政府的目

标是建立“安全、合法、有序的移民
体系”，既要保障边境安全，又要依
法解决非法移民儿童困境，促使他
们家庭团聚。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
显示，今年 2 月，美国执法人员在
美墨边境逮捕或驱逐了逾10万名
非法移民，为 2019 年以来单月最
高。美媒 16 日报道说，目前在美
墨边境被拘留的非法移民儿童超
过 4200 人，其中近 3000 人被拘留
时间已超过 72 小时法定时限，两
个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美墨边境出现20年来
规模最大非法移民潮

新华社东京3月17日电（记者
华义）据日本共同社16日报道，神奈
川县政府当天宣布，两名变异新冠病
毒感染者死亡。这是日本首次报告感
染变异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此外，日
本首相菅义伟当天接种了新冠疫苗。

共同社报道说，这两名居住在神
奈川县的男性感染者是本月死亡的。
他们都没有去过国外，感染途径不明，
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感染的是哪种变异
新冠病毒。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
本已有300多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确诊
病例，有的感染了英国出现的变异新
冠病毒，有的感染了南非或巴西等国
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菅义伟 16 日接种了由美国辉瑞
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
的新冠疫苗。据日本媒体报道，菅义
伟计划4月前往美国会见美国总统拜
登，在赴美之前菅义伟和随行人员将
全部接种两剂新冠疫苗。

日本2月17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
计划，截至 3 月 16 日，日本共完成约
36万剂疫苗的接种工作。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
本16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134例，累
计确诊 449739 例；新增死亡病例 57
例，累计死亡8689例。

日本首次报告
感染变异新冠病毒
死亡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