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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正式脱离欧盟仅仅数天，双方
就在未来双边贸易关系问题上出现明显
分歧。日前双方就将于今年3月启动的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标各自释放强硬信
号，欧盟方面希望英国“脱欧”后能够在
规则和监管方面继续与欧盟一致，而英
方则强调不会同意以遵守欧盟规则作为
换取欧盟市场准入的条件。

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欧盟首席谈
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3日召开记者会
表示，欧盟愿意与英方达成紧密的贸易
关系，可以考虑零关税，但双方必须平起
平坐，英国需要遵守欧盟在社会、环境、
税收等各方面准则。

欧盟方面尤其强调，英国需要在环
境保护、工人权益、国家补贴等方面遵守
欧盟规则，以确保双方企业公平竞争。
英国越是遵守欧盟准则，欧洲单一市场
向英国的开放度就越高。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却在同一
天的一场演讲中说，英方不会为达成自
由贸易协定而接受欧盟规则。他说，英
国在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动物福利、国
家补贴等很多方面的规定高于欧盟标
准，英国不会因为“脱欧”而降低标准。

约翰逊强调，如果无法达成理想协
议，“那么我们的贸易就必须以现有的

‘脱欧’协议为基础”。

约翰逊还表示，英国将寻求与欧盟
达成像加拿大同欧盟之间那样的自由贸
易协定，或者像澳大利亚同欧盟那样的
贸易关系。

加拿大与欧盟在经过历时7年的谈
判后，于2016年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
协定》。目前加拿大与欧盟的贸易虽然
存在海关检查和一些增值税，但欧盟对
大多数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已经取消。此
外，加拿大同欧盟贸易并不用遵循欧盟
规则。

欧盟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大多依循世
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不过对某些产品有
特定协议，澳大利亚目前也正与欧盟就

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分析人士认为，英国提出借鉴欧盟

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关系，实际是对在过
渡期内达不成协议的委婉说法，相当于

“无协议脱欧”。
如果英国和欧盟在过渡期内无法达

成自贸协定，从明年开始双方货物贸易
将回到世贸组织框架下进行，这意味着
双方将设置目前没有的进出口关税和边
境检查，双方企业的运营成本将被迫
提高。

英国于今年1月31日正式“脱欧”。
按照双方协议，欧盟与英国将在11个月
的过渡期内就未来关系展开全面谈判。

新华社莫斯科2月5日电 俄罗斯
总统普京5日表示，俄方愿就军控及和
平解决地区危机等问题与美国进行
对话。

5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受23国
新任驻俄大使递交国书。普京在致辞
中表示，俄美关系及其稳定性与可预测
性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有重要影响。俄
方认为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尊重主

权与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
普京说，俄方愿就军控、战略稳定、

反恐以及和平解决地区危机等问题与
美方进行对话。俄美恢复建设性双边
协作符合两国乃至全球利益。

俄美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双方在
军控、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等方面
龃龉不断。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
制裁，均遭到俄方强烈反对。

普京说俄罗斯愿就军控等问题
与美国对话

新华社日内瓦2月5日电 世界卫
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
安5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表示，
中国短短数天内建成专门医院并开始收
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不仅展现出中
国非凡的团结行动力，而且体现出中国
政府保障人民健康的决心。

针对中国10天内建成专门医院并
改建数座“方舱”医院来收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者的做法，瑞安强调，“这是巨大

的工程”，“中国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所做
到的无疑令人瞩目”。他说，新医院不仅
将为患者提供恰当的隔离治疗，也能保
护他们所处的社区不受潜在感染。

他表示，医院建好后，很多从中国其
他地方赶来支援的医护人员将进驻新医
院。“中国国内、各省之间展现出非凡的
团结行动力。”他说，“这充分体现出中国
政府当下的决心，那就是继续采取一切
可能的行动，保障本国人民健康。”

瑞安还介绍说，世卫组织组建的国
际专家组很快将前往中国。专家组成员
来自多个国家，涵盖疫苗和药物研发、公
共卫生等多个领域的专门人才。他强
调，专家组前往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从中
国同行那里学习他们应对疫情的经验，
并将这一经验带到全世界。“这样我们才
能形成一致的、基于事实的（应对疫情）
方案。”

他同时强调，派遣专家组前往中国

不仅是一次科研行动，同时也是“团结的
行动”，这支“代表国际社会”的专家组不
仅将“与我们的中国同事分享想法，也将
与他们分担重负”。

瑞安还透露，世卫组织正在举行一
系列会议，对现有的治疗手段展开“系统
性”评估。下周，数百名研究人员将在日
内瓦举行会议，确定今后针对新型冠状
病毒的诊疗手段、检测手段和相关药物
研究的优先事项。

新华社达喀尔2月5日电 巴马科
消息：马里中部莫普提区卫生机构5日
发布新闻公报称，该地区凯拉村出现

“刚果热”（全称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
热”）疫情，已造成7人死亡。

莫普提区卫生机构负责人马伊加
博士在公报中介绍，在目前已确诊的14
例“刚果热”病例中，已有7例死亡，另有
多名疑似病例被隔离。

据介绍，当地卫生机构最早于2月1
日收治了9例出血热病例。提取样本进

行检测显示，这些病例感染了“刚果
热”。卫生机构已通知居民采取措施防
控疾病传播，例如勤洗手、检查周围环
境是否有蜱虫等，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应
隔离并立即上报卫生部门。

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刚果热”是
一种烈性传染病，其致病病毒主要通过
蜱类叮咬传播给人类。接触感染者的
血液、分泌物等，可造成人际传播。非
洲、亚洲和欧洲此前都曾发现过这种
病毒。

马里中部“刚果热”疫情
已致7人死亡

新华社联合国2月5日电 中国常
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5日在安理会轻
小武器问题公开会上说，轻小武器非法
贸易加剧地区武装冲突，各国政府应承
担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贸易的首要责任。

吴海涛说，轻小武器非法贸易助长
暴力极端势力、恐怖分子和有组织犯罪
集团活动，持续阻碍和平、安全与可持
续发展。各国政府在打击轻小武器非
法贸易方面应承担首要责任，建立和完
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同时，应
严格履行安理会武器禁运决议，不向非
国家实体转让武器，防止合法武器流入
非法渠道。

吴海涛强调，通过政治、外交手段
解决争端，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
是消除轻小武器非法贸易的治本之
策。各国应认真落实相关国际义务，支
持秘书长及联合国各机构发挥积极作

用。国际社会应根据发展中国家需求，
在机制建设、能力培养、资金捐助、技术
转让、人员培训等领域加大援助力度，
切实提高其库存管理、识别和追查、收
缴和销毁非法枪支的能力。

吴海涛说，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
轻小武器非法贸易，对轻小武器出口采
取慎重、负责态度，同时积极参与国际
和地区合作，为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贸易
作出努力。中国已启动加入《武器贸易
条约》的国内法律程序。这充分体现了
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武器
贸易治理、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决心和诚意。

吴海涛强调，中方愿继续与国际社
会一道，共同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贸易，妥
善解决轻小武器非法转让、过度累积和
滥用问题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为维护
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代表：

各国政府应承担打击轻小武器
非法贸易的首要责任

新华社罗马2
月5日电 据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粮农组织）5日
发布的消息，粮农
组织、国际农业发
展 基 金（农 发 基
金）及世界粮食计
划署（粮食署）三
家联合国机构负
责人在罗马共同
表示支持中国，支
持和支援中国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

粮 农 组 织 总
干事屈冬玉、农发
基金总裁洪博和
粮食署执行主任
比斯利在一封联
名信函中，赞扬中
国人民的顽强精
神和中国为应对
这一突发事件所
做的努力，并承诺
随时准备向中国
提供支持，以减轻
疫情对中国人民，
特别是农村人口
造成的影响。

粮 农 组 织 正
在与世界卫生组
织、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等密切合作，
以协助成员国和
研究机构确定新
型冠状病毒的潜
在动物宿主。粮
农组织还在努力

确保所有国家兽医实验室做
好准备，以便能够迅速检测动
物和供人类食用的动物产品
中的新型冠状病毒。

“在与当前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相类似的危
机中，最脆弱的国家往往遭受
最大的折磨，致使国内的生命
和生计丧失。”屈冬玉说。粮
农组织的“手拉手”倡议重点
关注捐助方与受援方之间牢
固伙伴关系的建立，并且优先
向最脆弱的国家提供援助。
这将提高他们对此类危机的
抵御力。

洪博说：“农发基金与中
国有40年的伙伴关系，旨在
减少贫困和促进农村发展，并
将继续通过为农村家庭和企
业，尤其是为那些可能受到影
响的家庭创造经济机会，继续
支持农村转型。”

“世界粮食计划署一直在
密切关注此次疫情，我们将时
刻准备启动在全球后勤及其他
领域的专业行动。”比斯利说。

世卫组织：

中国防控疫情展现出
“非凡的团结行动力”

英欧在未来贸易关系问题上分歧凸显
□新华社记者 王慧慧

中国政府包机从新加坡接回147名湖北籍旅客
2月5日，在新加坡樟宜机场，乘务人员为登机旅客检测体温。2月5日，根据中国政府部署安排，东方航空一架包机前往

新加坡，接回滞留在当地的147名湖北籍旅客，直飞武汉。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针对有个
别国家官员建议本国公民尽快离开中国，
担心中国将进一步采取旅行限制，未来数
周难以保证搭乘商业航班飞离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6日表示，这种说法完全
是臆测。中国民航不会停航，希望各方不
要过度反应。她同时表示，中方将继续尽
一切努力把滞留海外的中国公民接回家。

华春莹在当日网上例行记者会上
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中国人民
和在华外国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采取了最严格、最全面的防控措施，很多
举措远超世卫组织建议和《国际卫生条
例》要求。目前在华外国公民的安全、健
康和生活是有保障的。中国民航也已采
取多种有效措施，保障国际航班旅客的
安全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通过航空
器传播。“我们希望各方冷静、理性、客观
地看待疫情及中方防控工作，不要过度

反应。”
华春莹说，由于一些国家不尊重世

卫组织专业权威建议，不遵守国际民航
组织公告，采取断航等极端限制措施，导
致一些中国公民滞留海外。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和关心，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
馆积极协助他们通过改签机票、中转他
国等方式回国。同时，正紧急协调争取
通过恢复航班等方式协助滞留人员
回国。

新华社柏林 2月 5日电 一般认
为，数字媒体带有的算法功能会依据用
户偏好推送信息，因此限制了用户获取
信息的多样性。但德国日前一项研究
显示，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
等实际上能帮助用户获得更加丰富多
样的信息。

这一研究由德国约翰内斯·古滕贝
格大学、霍恩海姆大学和莱布尼茨社会
科学研究所合作完成。研究人员借助
一种新型测算方式对5000多名德国网
民浏览网页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用户
通过脸书、推特、谷歌或德国门户网站
GMX，访问了更多网页，而且网页种类
也更加多样。

研究人员说，人们在使用报纸、电
视等传统媒体时通常会有意识地选择
信息；数字媒体则会通过内容分享、发
送邮件等方式让用户更随机地接收
信息。

考虑到一些用户习惯只通过数字
媒体来获取信息，研究团队专门研究了
有意识获取信息的用户群体，并通过一
个统计模型计算了他们的每日信息接
收量。结果发现，这些用户使用数字媒
体，尤其是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门户
网站时间越长，获得信息就会越多，而
且信息来源也更加多样。

该研究结果已发表在美国《国家科
学院学报》杂志上。

德研究：

数字媒体能提供更加多样的信息

新华社基辅2月5日电 位于乌克
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立柴可夫斯基
音乐学院5日举行捐助活动，支持中国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在活动上，著名作曲家米罗斯拉夫·斯
科里克及其团队表示，正在创作一部音
乐作品，献给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中
国医务工作者和广大患者。

米罗斯拉夫·斯科里克表示，这一
音乐作品有望在10天内创作完成，并将
由中国音乐家填词。他说：“我们对中
国人民遭遇的困难感同身受，我们支持
中国，祝福中国，希望中国能够早日战
胜疫情。”

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校长马
克西姆·季莫申科在捐助活动上表示，

学院慈善基金会、全体师生共筹集50万
格里夫纳（约合14万元人民币）用于购
买抗疫医疗物资，希望为中国抗击疫情
贡献一点力量。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吴
连文和音乐学院师生代表出席了捐助
活动。吴连文代表中国驻乌克兰大使
馆向音乐学院全体师生表示感谢。

在捐助活动现场，乌克兰著名小提
琴家、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小提琴系主
任波格丹娜·皮夫年科演奏了小提琴协
奏曲，表达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

乌克兰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长
期致力于中乌音乐人才的培养交流，目前
有超过200名中国留学生该校深造，欧洲
首个“音乐孔子课堂”也设在这一学院。

乌克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艺术家
创作音乐作品为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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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中国民航不会停航
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把滞留海外的中国公民接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