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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至 29 日，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多

个国家扩散。世界卫生组

织已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风险级别调至“非常高”，

一些国家采取了取消体育

赛事、禁止举办大型活动

等举措加强防控。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 2 月 28 日在日内瓦宣

布，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

风险级别由此前的“高”上

调至“非常高”。他同时强

调，全球仍有机会控制新

冠肺炎疫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随后在纽约举行的紧急

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所有国

家应充分承担责任，尽一切

可能遏制新冠病毒疫情。

韩国目前新冠肺炎传

染病危机预警级别为最高

的“严重”级别。韩国疾病

管理本部29日发布的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时间

28日16时至29日9时，韩

国新增 594 例新冠病毒感

染病例，新增死亡3例，累

计确诊病例增至 2931 例。

韩国中央事故处理本部副

本部长金刚立29日在发布

会上表示，针对大邱某教

会中出现症状的教徒的采

样工作已结束，针对无症

状的教徒的采样工作已完

成三分之一，等待检测结

果还需要一段时间，预计

未来几天大邱地区新增确

诊患者人数会保持在相当

高的水平。

截至 29 日上午，日本

国内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合计 236 例，加上“钻石

公主”号邮轮的确诊病例

705例，日本累计感染病例

已达941例。目前，日本47

个都道府县中已有23个报

告感染病例。

伊朗伊斯兰议会宣

布，受疫情影响，伊朗议会

28 日暂时关闭，重开时间

另行通知。截至28日晚，伊

朗已确诊 388 名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共34人死亡。

阿塞拜疆28日确诊首

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确

诊者为1名23岁的男性俄

罗斯公民，近日经陆路由

伊朗进入阿塞拜疆。目前

该患者已经被隔离收治。

意大利近日确诊病例

数迅速攀升。截至当地时

间28日18时，意大利的新

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增至

888 例，比前一日的 650 例

增加了36.6%。目前意大利

报告了21例死亡病例。

墨西哥卫生部28日在

首都墨西哥城召开新闻发

布会确认，墨西哥确诊3例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3人互

为工作伙伴，均有意大利

旅行史。

巴西于2月26日公布

1名确诊病例，为拉美地区

首例。

丹麦国家卫生局28日

发布公报证实新增 1 例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这

是丹麦24小时内确诊的第

2 例病例。患者 15 日从意

大利北部滑雪度假回到丹

麦。27日，丹麦确诊首例新

冠病毒感染病例，该男子

也曾举家前往意大利北部

滑雪度假。

以色列卫生部28日发

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新

增4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累计确诊 7 例新冠病毒感

染病例。

阿联酋阿布扎比卫生

局 28 日宣布，2 名意大利

自行车骑手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导致 2020 环阿联酋

公路自行车赛剩余赛段比

赛被取消。截至28日，阿联

酋正式宣布的确诊病例为

19例，其中治愈5例。

英国28日报告新增4

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截

至28日，英国共对8986人

进行了新冠病毒感染的相

关检测，其中共有 20 人被

确诊。

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

耶·韦朗 28 日晚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法国较前一日

新增19例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累计达57例。

德国自25日以来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数增长也较

快，疫情波及6个联邦州。

截至记者发稿时，德国累

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60 例，

其中16例治愈出院。

瑞士联邦委员会28日

宣布，瑞士已确诊 15 例新

冠病毒感染病例，均为输

入型病例。

新华社消息 美国与

塔利班2月29日在卡塔尔

首都多哈签署协议，同意

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出美

军。不过，美方同时警告塔

利班，如果不遵守承诺，美

方会果断废除协议。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

这份协议不能确保阿富汗

和平。塔利班承诺不会庇

护极端武装，不会任由后

者从阿富汗对美国及其盟

友发动袭击。只是，一些美

国官员不太相信塔利班会

遵守承诺。

美国与塔利班2018年

10 月开始在多哈谈判，去

年9月一度接近达成协议，

但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叫停，理由是塔利班袭击

致死美军士兵。谈判去年

12月恢复。

美国与塔利班谈判过

程中，阿富汗政府遭“晾”在

一边。塔利班认定阿富汗政

府是美方扶植的“傀儡”，拒

绝与政府直接对话。

美国与塔利班签署协

议前，埃斯珀与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斯

托尔滕贝格抵达阿富汗，

会晤总统阿什拉夫·加尼。

媒体和分析师认为，埃斯

珀和斯托尔滕贝格此行旨

在安抚阿富汗政府。

美国与塔利班的协议

为阿富汗内部和解对话开

启道路。然而，美联社分

析，内部对话可能比美国

与塔利班之间的谈判更艰

难和复杂。

路透社援引美国智库

兰德公司分析师贾森·坎贝

尔的话报道，阿富汗“如果

想获得持久和平，必须由阿

富汗人自己解决问题”。

埃斯珀同样承认，美国

与塔利班的协议“只是开

始”。“前方的道路不平坦，”

他说，“阿富汗取得持久和平

需要各方的耐心和妥协。”

特朗普先前承诺，将

结束美国在海外“无止境

的战争”。美联社报道，与

塔利班签署撤军协议对今

年寻求连任的特朗普而言

是加分项。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

士的话披露，蓬佩奥本周在

美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说，他

前往卡塔尔出席协议签署

仪式的唯一原因是特朗普

坚持要求他去。（惠晓霜）

新华社消息 卢森堡

2月29日取消列车、电车和

公共汽车车费，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公共交通免费的国

家。卢森堡政府希望以此减

少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并

减轻低收入人群负担。

据路透社报道，卢森堡

公交免费政策不适用于乘坐

头等车厢。卢森堡过去购买

一张公共交通年卡需要花费

440欧元（约合3391元人民

币），头等车厢年卡费用为

660欧元（5087元人民币）。

卢森堡负责交通事务

的大臣弗朗索瓦·鲍施说，

对于低收入或领取最低工

资的人，乘坐公交车的费

用是“一大笔钱”。

为了应对公共交通客

流量增加，卢森堡计划在

2018年至2028年期间向公

交建设领域投资39亿欧元

（300亿元人民币），发展铁

路、升级公共汽车网络、在边

境公交车站建更多停车场。

卢森堡政府预计，到

2025年仍会有65%通勤者

开 车 上 下 班 ，但 仍 低 于

2017年的73%。

卢森堡本地人口只有

60 多 万 ，但 每 天 有 超 过

21.4 万外来人员从德国、

比利时和法国到卢森堡上

班，其中多数驾车，造成交

通拥堵。 （欧 飒）

新华社消息 英国首

相鲍里斯·约翰逊和女友

卡丽·西蒙兹 2 月 29 日宣

布，他们去年就已订婚，西

蒙兹今年夏初将生下他们

的第一个孩子。

两人发布声明说：“首

相和西蒙兹小姐很高兴地

宣布，他们已经订婚，将在

夏初迎来一个宝宝。”

31岁的西蒙兹也在社

交平台上宣布了这一消

息：“我们去年底订婚……

我们的孩子将在今年夏初

出生，感觉无比幸福。”

据路透社报道，自约

翰逊去年7月就任首相后，

西蒙兹就住进唐宁街 10

号，成为近代历史上第一

个与英国领导人公开同居

的未婚伴侣。29 日的声明

意味着约翰逊有望成为

250 年来第一个在任内结

婚的英国首相。

约翰逊现年55岁，西蒙

兹将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

他在2018年9月与结婚25

年的第二任妻子玛丽娜·惠

勒分居，后离婚。约翰逊与惠

勒育有4个孩子。（欧 飒）

““熊猫熊猫””赠口罩赠口罩
2月29日，在日本东京池袋站前，一名华侨华人小志愿者（左）向当地小朋友发放儿

童用口罩。当日，由在日华侨华人发起的志愿者团体“口罩熊猫行动小组”在日本东京池

袋站前向当地民众免费发放口罩，感谢日本各界在中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时对中国提供

的无私帮助。 摄影/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新冠病毒疫情在多国扩散 全球风险级别调至“非常高”

[相关新闻]

美国首次公布死亡病例

美国华盛顿州卫生官员2月29日说，该州一名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死亡。这是美国首次公布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

例。华盛顿州当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称将动用一切必

要资源应对疫情。

华盛顿州卫生官员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说，这名死

亡病例是居住在该州金县的一名50多岁男子，之前因“严

重呼吸道疾病”前往某医疗中心就诊，随后被确认新冠病

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尚不清楚这一病例是如何感染

新冠病毒的。

据悉，当地一家护理机构有50多人出现呼吸系统症

状，目前正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

利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他要求州政府采取积极措

施确保该州居民健康和安全，动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疫

情，在需要时可动用华盛顿州国民警卫队。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任命副总统彭斯负责牵头协调

美国政府各部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彭斯2月28日说，美

方已确诊61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目前，美国本土确诊病

例主要分布在西海岸几个州，其中华盛顿州于上月报告了

美国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据新华社报道）

卢森堡成为首个公交免费国家

美国与塔利班纸上讲和

女友怀孕 英首相宣布已订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