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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依然严峻
美企开始复工
美国波音公司与至少一家大型
农机生产商 20 日宣布复产，美
国多个州同时抛出解封或松动
防疫措施计划。不过，在美国新
冠疫情总体而言依然严峻之时，
解除或放松社交禁令，引起关联
疫情反弹的担忧。

企业拟复产
波音宣布，本周将有 2.7 万员工在
西雅图工厂复工，开始制造客机。为
此，波音采取防范新冠病毒传播的措
施，比如要求戴口罩、错峰上下班。自
从旗下工厂工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
波音自 3 月 25 日开始关厂停产。
北达科他州最大制造业企业“斗山
山猫”宣布，大约 2200 名员工在 3 家工
厂复工。这家农业机械制造商的发言
人斯泰西·布鲁尔说，企业为复产实施
为期两周的安全准备。但焊接工、当地
工会领导人威廉·威尔金森告诉美联社
记者，肯定仍有担忧，并非百分之百安
全。他说，工人们都戴口罩并彼此保持
距离工作。
底特律汽车企业在一个月前停产，
但 正 在 与 工 会 谈 判 ，希 望 能 在 5 月 复
产。按照《国防生产法》要求，部分车企
已经转产呼吸机。

数州要松动
美国各州抗疫措施由州长制定，在
执行层面呈现党派差异。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鼓动各州放松“居家令”从
而重启经济，揶揄民主党治下的州出现
民众指责当地政府动作太慢的示威。
美国数州先前已放松“居家令”，并
于 20 日宣布会采取进一步措施，重启经
济，且主要是共和党人“当家”的州。佐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基恩，一间医院的窗户上贴有“坚强”和“希望”的标语。
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当天宣布，健
身房、美发店、保龄球馆、纹身店等在 24
日可以开放的商业之列，只要店主遵守
相关社交疏离和卫生的规定。
肯普说，佐治亚州前往急诊室就诊
的类似流感症状人员减少，显示感染人
数下降。但他承认，该州在检测新冠病
毒方面不足，
会采取措施提高检测量。
得克萨斯州 20 日开始重启，首先开
放一些州立公园。政府官员说，本周晚
些时候将允许一些商店在路边售货。
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李宣布，该州
绝大多数商业机构最早下周重启，但
不包括州府纳什维尔、孟菲斯等大城
市所在的县。
尽管明尼苏达州一家屠宰场因疫
情暴发而关闭，但在相邻的艾奥瓦州，
州长金·雷诺兹拒绝关闭州内屠宰场，
理由是“没有它们，人们的生活和我们
的食品供给会受影响”。
除了共和党州，也有民主党人领导
的科罗拉多州准备下周结束“居家令”，

不过会继续严格执行社交疏离及其他
个人保护措施。

缺检测设备
美国多州州长说，他们缺乏检测设
备，警告可能因无症状感染者遭遇第二
波疫情。
密歇根州州长、民主党人格蕾琴·惠
特默说，
有些人更在意玩水上摩托，
而不
是挽救年长体弱者的生命，限制措施不
是“关于我们个人的权利”，而是“关于
我们父母的生命”。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指责
民主党人借口检测试剂盒不足“玩十分
危险的政治游戏”。副总统迈克·彭斯
称，联邦政府正在夜以继日帮助各州提
高检测数量。
白宫应对新冠病毒特别小组重要
成员、美国政府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
尼·福奇先前警告，除非疫情得到控制，
否则真正的经济复苏不会到来。

相关新闻

全美超过 2200 万人申请失业救济金
快速消耗美国多州政府资金

美国媒体 20 日报道，自 2 月底以
其信托基金余额自 2 月至 4 月中旬减
来，受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激增影响， 少将近 40%至 19 亿美元。
将近半数的美国州政府信托基金余额
除纽约州外，马萨诸塞州和加利
呈现两位数百分比的缩水。
福尼亚州同样计划向联邦政府申请资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州
金援助，
以满足失业救济金支出。自 3
已经向联邦政府申请 40 亿美元无息
月 15 日至 4 月 11 日，加利福尼亚州政
贷款，用于向因新冠疫情失业的人们
府支付超过 9.75 亿美元失业救济金。
支付失业救济金。
《华尔街日报》援引经济分析师的
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不断蔓延， 话报道，资金枯竭现象意味着今后数
不仅纽约州，美国多州正迅速消耗州
周，更多州政府将因支付失业救济金
政府预置的失业救济金。自 2 月底以
耗尽资金，向联邦政府寻求贷款。
来，将近半数的美国州政府信托基金
美国劳工部长尤金·斯卡利亚说：
余额以两位数百分比的速度减少。
“以各州财政现在的空虚程度，州政府
报道说，自 2 月底至 4 月中旬，纽
能够向财政部领取无息贷款。”财政部
约州已经花费可以动用的信托基金资
尚未评论此事。
金的大约一半，是信托基金余额减少
在截至 4 月 11 日的一个月间，全
最多的州之一。马萨诸塞州同样用掉
美超过 2200 万人申请失业救济金。
可用资金的大约一半支付失业救济
两周前，大约 66 万人在加州申请失业
金。加利福尼亚州仅次于前两个州， 金。这一数字在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

分别为近 40 万和 10 万。
现在尚无哪个州用光资金，但州
一级官员正着手为这种可能性筹谋。
劳工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2 个州和管
辖区的失业信托基金没有准备好足够
资金应对衰退。
美国税务基金会上周说，到本月
底，加州、纽约州和俄亥俄州用于支付
失业救济金的资金可能耗尽。
国会预算办公室说，联邦政府上
月出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将在今后数十
年增添 1.76 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赤
字。国会预算办公室从而预期，失业
保险体系膨胀可能为联邦预算赤字增
加 2680 亿美元。
州政府向失业人士提供常规失业
救济。联邦政府上月出台的财政刺激
计划把失业救济金每周增加 600 美
元，
最多持续 4 个月。

世卫组织：

亚太地区国家
还不到松懈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
葛西健 21 日说，亚太地区国家如要放
松或解除目前实施的隔离、封城等政
策，需秉持谨慎和循序渐进的态度，否
则可能会引发新冠疫情反弹。
葛西健说，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
中，本地区很多国家已实施了隔离或封
城等管控政策，事实证明类似政策在遏
制和减缓疫情扩散方面是有效的，也为
各国医疗卫生系统减轻了负担。但他
同时强调，本地区日本、新加坡等国近
期确诊病例快速上升令人担忧，也证明
“应对新冠疫情将是一场持久战，现在
还不到松懈的时候”
。
他说，疫情给很多国家造成了严重
经济冲击，一些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当
前很多国家政府都在权衡是否要放松
或解除隔离或封城政策，部分恢复经济
活动。世卫组织建议本地区国家因地
制宜制定政策，如计划放松或解除管控
措施需秉持谨慎态度，并遵循以下原
则：政策制定要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
政策放松或解除不可一蹴而就，要循序
渐进；政府要建立健全风险管控机制，
密切监测政策松动或解除过程中是否
会出现大规模感染。
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截至欧
洲中部时间4月20日10时（北京时间20
日 16 时）西太平洋区域各国累计确诊病
例达132438例，
累计死亡564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 21 日 6 时 38
分，全球确诊病例达 2470410 例，死亡
病例为 169595 例。美国确诊病例升至
783290 例。

国际奥委会：

不把东京奥运会推迟
到2022年是有原因的
国际奥委会日前在官网发表文章，
对一系列焦点问题进行回答，解释了为
何在疫情走势无法预判的情况下，不将
东京奥运会推迟到 2022 年。
“我们的日本伙伴和日本首相明确
表示，日本无法承担（东京奥运会）推迟
到明年夏天之后。对于东京奥组委和
日本整个国家来说，这都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
国际奥委会表示。
“首先，你需要确保奥运村可用，因
为它是奥运会的核心。同样，所有的体
育场馆也需要保留。成千上万的人需
要继续工作。所有的伙伴、赞助商、当
地政府都需要整合。推迟（奥运会）涉
及各方的限制和妥协。推迟没有蓝图，
但是国际奥委会相信所有复杂的部分
将最终捏合起来，给我们带来一届伟大
的奥运会。”
随着东京奥运会推迟，许多依赖于
奥运分红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面临
财政危机。对此，国际奥委会表示：
“我
们意识到疫情对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的影响，并已经开始与它们探讨国际奥
委会在应对这种情况方面可以发挥何
种作用，包括帮助它们获得政府支持和
其他可能的支持。”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