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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将于
26日举行。此次峰会由今年二十国集团
主席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主办，将以视频方
式举行。各方人士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
快速蔓延、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全球经济
面临衰退风险之际，此次会议形式特殊、
意义重大，期盼会议释放合作讯息、传递
更多信心。

面对疫情扩散及其对经济社会带来
的巨大冲击，全球加强合作、携手抗疫的
呼声日渐高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
基耶娃日前指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扩
散，加强全球协调行动是提振信心和稳定
全球经济的关键。各国应加强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协调，共同应对疫

情。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文认为，

面对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能否成功
应对疫情，取决于最弱小的国家表现如
何。一国能暂时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
但如果其他国家疏漏，病毒可能就会卷
土重来。

德国《青年世界报》副总编塞巴斯蒂
安·卡伦斯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全球性挑战，对
全人类产生了影响，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渡
过危机，国际合作应该成为各方信条。

作为当今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
G20曾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临
危受命，把世界经济拉回到稳定与复苏的
轨道；如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
大挑战，G20再度被世界寄予厚望。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
顾问马修·古德曼和马克·索贝尔认为，设
置G20机制的初衷，就是在面对危机时让
其扮演全球“消防站”的角色。推进全球
合作、助力应对危机是G20的重要议程。
G20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
危机和经济风险两方面，都能做出很多贡
献。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依然具有重要作用。

沙特阿拉伯智库海湾研究中心首席
经济学家约翰·斯法基亚纳基斯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当前世界需要加强团
结，G20需要像当年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时
一样，发挥推动全球团结的作用。

斯法基亚纳基斯强调，世界各国需要
认识到疫情没有国界，这是一场全球危
机，必须有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海湾合作委员会负责政治事务和谈
判的助理秘书长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卢
韦谢杰在《阿拉伯新闻》日报发表文章说，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公共卫生和经济领
域的双重危机，G20国家经济体量巨大，拥
有必要的政策工具来减轻危机的影响。

“我们迫切需要国际协调合作，而G20是这
种合作的重要平台。”

专家还认为，处于疫情不同阶段的
各国可以彼此观察、学习与合作。当前，
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世界期
待在此次G20特别峰会上分享中国抗疫
经验。

IMF亚太部助理主任、中国事务主管
黑尔格·贝格尔指出，中国截至目前的经
验表明，正确的政策能对抗击疫情和减缓
疫情冲击发挥重要作用。

英国王储查尔斯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英国王室 25日发布声明说，英国威尔
士亲王查尔斯王储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目前症状较轻。

克拉伦斯宫发言人说，现年 71岁的查
尔斯目前表现出轻度症状，“近日都在家办
公”；其夫人卡米拉经过检测，没有感染。
两人现在位于苏格兰的家中自我隔离。

声明说，查尔斯最近几周内履行王室
公职活动很多，因此不能确定他从何处感
染新冠病毒。

西班牙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超4万

根据西班牙卫生部 25日公布的最新
数据，西班牙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
47610例，单日新增7937例，累计死亡病例
3434例。

统计数据显示，西班牙新冠肺炎死亡
病例单日新增738例。目前共有3166名患
者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另有5367名
患者治愈出院。

马德里自治区是西班牙疫情最严重的
地区，目前累计确诊病例达14597例，死亡
1825例，治愈3031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
的累计确诊病例达 9937例，死亡病例为
516例。巴斯克和安达卢西亚这两个自治
区的确诊病例均已超过3000例。

各方期盼G20领导人特别峰会释放合作讯息

马里首次报告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马里政府当地时间 25日发布新闻公
报说，该国确诊 2例新冠肺炎病例。这是
马里首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根据公报，两名患者均为马里公民，分
别于 12日和 16日从法国返回。两人 24日
晚被确诊。

马里政府呼吁民众不要恐慌，遵守政
府颁布的防疫规定。

（均据新华社）

火炬接力暂时取消

国际奥委会原本在 22日宣布将在四
周内做决定，但当延期突如其来时，首当
其冲的是原定于 26日开始的火炬接力。
最近几天，奥运圣火一直在日本东北部的
2011年地震灾区巡展，每天都吸引了大批
居民参观，引发了对疫情扩散的担忧。

此前有报道称，预计圣火接力将在更
小范围、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进行，而在火
炬传递的详细方案出台之前，圣火都将以
汽车运载。但东京奥组委 25日发布最新
通知，火炬传递暂时取消，待重新规划之
后再重新启动。

比赛日期定何时？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他目前还
没有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具体的比
赛时间问题。“这将由协调委员会和东京
奥组委负责。奥运会可能是这个星球最
复杂的一项活动，我和安倍首相的一次电
话会谈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我
们需要协调委员会与包括国际单项体育
联合会在内的各方密切配合。”

足球欧锦赛和美洲杯已经推迟到
2021年，如今奥运会也推迟到 2021年，将
跟基础大项游泳和田径的世锦赛冲突。

对于中国来说，还有足球世俱杯、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要举办。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坦言：“在四
周的时间内，需要协调 33项奥运赛事和
22项残奥赛事。光是考虑就需要很长时
间，讨论很久也是没办法的。”

几乎全部 33个东京奥运大项在 2021
年都有重要赛事，好在世界田联和国际泳
联等不少单项体育组织均已表示，愿意给
2021年的奥运会让路。

巨额经济损失如何应对？

多家日本媒体推测，东京奥运会推迟
举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60亿美
元。最直接的损失就是很多工程项目的
违约。位于东京晴海的奥运村本来计划
好会后改建为公寓出售，房屋大约 4100
套，许多房子已经出售，交房时间是 2023
年 3月。如果奥运会被推迟，很多购房者
肯定会要求赔偿损失。

奥运会的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
心租用的是东京国际展览中心的场地，展
览中心明年的租借方已经确定，奥组委再
次租用东京最大的展厅不仅需要房租，还
需要给新的参展商巨额赔偿费。很多其
他的比赛场地和酒店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东京奥运会的门票销售异常火爆，已
经卖出大约 450万张。延期之后，这些门
票的有效性如何处理目前还不清楚。

人工成本也是一项非常大的开支。
东京奥组委现在有3000多名工作人员，随
着比赛的临近，奥组委还聘用了一些短期
合同员工，推迟奥运会后所有人的合同都
要重新签订。

国际奥委会有风险管控政策和相关
保险，但延期无疑打乱了转播商的计划，
而这是国际奥委会收入的主要来源，赞助
商的推广也需要重新规划，而运动员和代
表团的相关赞助合同也陷入困境。无论
对日本、国际奥委会还是各利益相关方来
说，巨额经济损失已不可避免。

资格赛怎样推进？

疫情之下，运动员无法通过比赛获取
奥运门票。目前，东京奥运会57%的运动
员已经获得入场券，余下的43%需要在保
障公平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规则调整。
国际奥委会此前表示，全部33个奥运大项
将在4月初公布晋级规则的修订版。

奥运会四年一个周期，运动员也有其
自身的竞技周期，他们往往根据大赛日历
来安排训练。延期肯定会导致一些运动

员利益受损，也会有一些运动员受益。
此外，如果奥运会与单项世锦赛同时

在2021年进行，运动员也很难在这两大顶
级赛事中做到平衡。

全球体育人团结起来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中，让我们
大家团结起来！”巴赫在致全球奥林匹克
运动员的公开信中说。

在这场人类前所未有的危机中，需要
大家携手面对，只顾自己利益的各自为战
显然是不行的。

美国游泳名将罗切特在得知奥运会
延期后，表达了失望与理解交织的复杂情
绪。这位12枚奥运奖牌得主说：“（对于延
期）我有点生气，因为我一直在坚持训练，
而且状态很好。但是全局要比我重要，甚
至比所有奥林匹克选手都重要，因为它正
影响着全世界。”

在日本街头，当地民众也表达了类似
的观点。虽然巨型五环标志依旧在东京
湾展示，奥运吉祥物的海报也随处可见，
但人们还是普遍支持奥运延期。

日本媒体对延期也大都表示支持。但
还是有当地媒体遗憾地说：“就像过去七年
的所有努力都回到了最开始。”（据新华社）

东京奥运延期 接下来怎么办？

这是在澳大利亚堪
培拉一家超市拍摄的空
旷的肉类货架。

澳大利亚联邦卫生
部 25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当地时间 25日
15时（北京时间 12时），
该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已达 2423 例，较前
一日增加 287例，累计死
亡 8例。当地民众为应
对疫情囤积生活必需品。

（新华社）

澳大利亚堪培拉澳大利亚堪培拉：：
民众抢购生活物资民众抢购生活物资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24日正式宣布，原定于今夏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将改期至2020年后，但不迟于2021年夏天举行。
虽然关于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的争论终可告一段落，但推迟奥运会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将有无数问题提交给组织者和举办城市东京：确定新的比赛日期，门

票如何处理，场馆怎样保留，酒店预订如何处理，资格赛如何进行，比赛冲突怎么办，运动员状态又如何调整……
这就像花了七年的筹办时间，好不容易快要制出世界上最大的拼图，但在只剩下一块就拼完之际，不得不重新开始，而且所剩时间已不多。这无疑考验着各方的

智慧和勇气。

环球时讯

中国援建核酸检测实验室
在巴格达揭牌

中国援建伊拉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核酸检测实验室25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揭牌。该实验室的落成将显著提升伊拉克
的核酸检测能力，弥补新冠病毒检测缺口。

伊拉克卫生部长贾法尔·萨迪克·阿拉
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援助伊拉克防治新
冠肺炎医疗专家组、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
涛在巴格达医学城医院参加了实验室揭牌
仪式。

据介绍，该实验室主要分为试剂准备、
核酸提取和核酸扩增三个区域，生物安全
柜、全自动提取仪器、核酸扩增仪器和离心
机等全部设备由中方捐赠。

专家组成员、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鸿辉说，核酸检测可
在感染早期检测到新冠病毒的存在，能在4
小时左右出结果。当前伊拉克全国只有一
家中央实验室可以做新冠病毒检测，检测
试剂盒紧缺，中国援建的实验室日均可检
测约1000例，能有效解决伊方的燃眉之急。

揭牌仪式后，阿拉维对新华社记者说，
伊拉克正处于疫情暴发的困难时期，缺少
相关疫情应对经验，中国援建的实验室非
常重要。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涛说，中国高度
重视抗疫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过去一周内
中国专家组加班加点，确保了实验室顺利
完工。实验室建成将提升伊拉克的检测能
力，有利于下一阶段伊方加强防疫工作。
他表示，中方还有两批对伊拉克的援助抗
疫物资即将到位，其中包括口罩、防护服、
核酸检测试剂及相关的检测设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