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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3月25日电（记者吴刚）据俄罗斯总统
网站25日发布的公告，俄总统普京当天签署总统令，决定
推迟举行修宪全民公投。

普京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公民的健康、生命和安全
是最重要的。鉴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他认为有必
要推迟原定于4月22日举行的修宪全民公投。新的投票
日期将在综合考虑疫情状况和专家建议等因素后确定。

俄罗斯原定于4月22日就宪法修正案举行全民公投。
俄现行宪法于1993年通过。今年1月15日，普京向俄

议会两院发表国情咨文时提议修宪。1月20日，普京向俄
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提交宪法修正案草案。3 月早些时
候，俄国家杜马、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以及俄所有85
个联邦主体表决通过这份草案。

据俄媒体报道，该草案突出了宪政制度和公民人权的重
要性，主要包括扩大国家杜马权力、增加公民福利等内容。

普京宣布全国放假普京宣布全国放假99天防止新冠病毒传播天防止新冠病毒传播

又讯 俄罗斯总统普京25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3月28
日至4月5日全国放假，以防止新冠病毒在俄境内大规模
传播。

普京说，当前最重要的是防止新冠病毒大规模传播，
“希望俄全体公民遵从政府和医生的建议，保重自己和家
人，待在家中最安全”。

普京表示，当前情况下，俄公民应团结在一起，理解当
前的复杂局势和政府所采取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团结和互
相帮助可以使俄战胜任何挑战。

普京说，在俄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目前俄
成功遏制了新冠病毒在俄境内的大规模传播。他对奋战
在抗击新冠病毒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表示感谢，“这些医务
工作者当前站在保卫国家的最前线，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令人钦佩”。

俄首次报告死因明确为新冠肺炎的病例俄首次报告死因明确为新冠肺炎的病例

又讯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防疫指挥部 25 日发布公告
说，当天莫斯科出现两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这是俄罗斯
首次报告死因明确为新冠肺炎的病例。

公告说，两名死者都是男性，年龄分别为88岁和73岁，
两人不久前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本月19日，莫斯科一名79岁新冠肺炎女性患者死亡，
但官方表示直接死因是血栓脱落。

俄罗斯防疫指挥部此前建议65岁以上老人居家隔离。

俄罗斯新冠肺炎病例超俄罗斯新冠肺炎病例超800800例例

又讯 俄罗斯防疫指挥部26日说，过去24小时内，俄境
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2例，累计病例增至840例，累
计治愈38例。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天签署命令，从3月28日起至
4月5日，暂停莫斯科饭店、咖啡厅等公共餐饮场所营业。
另据俄政府网站24日发布的公告，俄政府要求各地暂时关
闭所有电影院、休闲中心等娱乐场所，还要求各地政府研
究将疗养院改建成隔离和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的可
行性。

俄总统普京25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3月28日至4月
5日全国放假，以防止新冠病毒在俄境内大规模传播。俄
政府日前已成立由俄总理米舒斯京负责的抗击新冠病毒
协调委员会。自3月18日起，俄已暂时限制外国人入境。

澳大利亚籍男子布伦顿·塔兰特被
控一年前在新西兰南岛城市克赖斯特
彻奇两座清真寺枪杀51人、射伤40人，
26 日面对法庭终于改变拒不认罪立
场，对51项谋杀罪、40项谋杀未遂罪和
1 项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罪的全部指控
承认有罪。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说，被
告认罪对受害者及其家属多少是种安
慰。

【认罪】

塔兰特当天在奥克兰市的监狱中
经由视频连线“出席”克赖斯特彻奇高
等法院听证会。法庭宣读检方对他的
全部指控罪名后，这名 29 岁的嫌疑人
对着摄像机镜头回答：“是的，（我）有
罪。”

辩方或检方没有解释为何被告
立场“反转”。被告对所有指控认罪
意味着他后续不必再出庭受审。新

西兰政府和检方先前担心，塔兰特始
终不肯认罪会拖长法庭审理程序，让
他借机向公众散布他的种族主义极
端思想。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这一结果对
众多受害者家属而言多少是种安慰。
她说：“（被告）认罪和定罪将使发生过
的一切受到追责，同时可以让那些（袭
击中）失去至亲的家庭、受伤的人和其
他证人避免承受法庭审理带来的精神
折磨。”

法官卡梅伦·曼德记录下对被告所
有 92 项指控的定罪结论，说将择日宣
布量刑结果。他说：“被告认罪代表这
一刑事诉讼程序向完结迈出非常重要
的一步。”

塔兰特认罪当天，正值新西兰为防
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在全国实施为期
四周“紧急状态”的第一天，国民日常出
行受限。法官曼德说，将选择一个“受
害者及其家属能够亲身出庭的日期”宣

判。

【反转】

法新社报道，塔兰特态度反转“出
乎意料”。

法官曼德解释说，当天的“远程”听
证未经事先公告，并要求媒体不要播
报，是为了防止塔兰特临时变卦、继续
坚称无罪。

法院原定6月2日就塔兰特涉嫌杀
人案开庭审理，预期持续大约 6 个星
期。

警察总监迈克·布什在一份声明
中说，塔兰特 24 日联系过律师后，法
院“匆忙安排”26 日的听证会。“警方
体会到这一消息对受害者和公众而
言会是一个意外，有些人可能原本
希 望 能 够 身 在 法 庭（见 证 被 告 认
罪）。”

据布什说，当天只有 17 人获准出
席听证会，包括两座遭袭清真寺的神职
人员、少数地方媒体记者、律师和法庭
工作人员。

妻子遇害的法里德·艾哈迈德告诉
新西兰电视台，他欣慰被告“走对了方
向”，“他终于认识到罪责，这是个好的
开始。”

去年3月15日，塔兰特携半自动武
器连续袭击克赖斯特彻奇两座清真寺，
射杀正在做礼拜的教众，还在社交媒体
上“直播”自己制造的惨剧，直至平台紧
急封闭其账号。他当天被捕，但拒不认
罪。

警方发现他行凶前经由互联网发
布种族主义、极端主义色彩浓厚的“宣
言”，声称专程从澳大利亚迁往新西兰
实施袭击。他的暴行受害者包括多名
妇女、儿童和老人。

这一惨案促使新西兰政府迅速通
过严格控枪法案，禁止大多数半自动武
器及相关配件流通，并发起回购民众所
持违禁枪械的行动，同时谋求立法严惩
网络平台散播极端主义思想。

新华社特稿

经过多天艰难谈判，美国国会参议
院25日深夜终于通过2万亿美元财政
刺激计划，帮助企业、员工以及医疗系
统纾解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

规模最大规模最大

参议院接近 26 日凌晨时以 96 票
赞成、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 2 万
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几名参议员
因可能接触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而缺
席投票。

白宫方面与参议院两党高层经过
5 天密集谈判，25 日凌晨宣布达成一
致，但议案在参议院仍经过一天激烈辩
论才获通过。

美联社报道，参议院共和党籍多
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宣布表决结
果时脸色难看、显现疲态。他说：“为
彼此祈祷，为我们所有的家人祈祷，为
我们的国家祈祷。”麦康奈尔同时宣
布，这次投票后，参议院将至少休会至

4月20日。
民主党籍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说:“我们面前的这项议案具有历史意
义，目的是应对一场历史性危机。”

这是美国迄今规模最大的财政刺
激计划，内容包括：为受重创的行业设
立 5000 亿美元援助资金池；向数百万
家庭直接派发经费，三口之家最高约
3000 美元；向小企业提供 3500 亿美元
贷款；向医疗机构提供 1117 亿美元资
金；为国家战略药品和医疗用品储备提
供160亿美元资金等。

被问及这笔援助能让经济撑多久
时，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回答：“我
们预期三个月。”

急盼过关急盼过关

财政刺激计划在参议院过关后，将
提交至众议院表决。众议院议长南希·
佩洛西说，希望迅速通过议案。纽约州
州长安德鲁·科莫批评议案，称向纽约

州拨款38亿美元不足以弥补疫情导致
的税收损失。

科莫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些数字
起不了作用。”纽约州确诊新冠肺炎病
例数大约占全美病例总数一半。

佩洛西表达同情，但仍打算推动议
案。她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我
们（国会）确实需要做更多，但没有理由
阻止我们正在采取的举措。”

众议院高层希望27日口头表决通
过议案，不要求议员返回华盛顿。

路透社报道，400多名众议员身处
全美各地，把他们全部召集到华盛顿有
难度，因为一些人正在自我隔离，另有
部分议员所在州颁布“居家令”。美国
国会已有至少 3 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
性，至少22人自我隔离。

议案在众院过关后，将交由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特朗普
25日告诉媒体记者，一旦议案获通过，
他“会马上签署”。 新华社特稿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25日确认，他已经下令美
国军队人员暂停海外出行和行动至多60天，以防止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军队内扩散。

埃斯珀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这项命令适用于所有美国
军人、文职人员及其家属，但有例外。“目的是确保我们不把
病毒带回家，不感染他人，不（让病毒）在军队内扩散。”

埃斯珀所说例外之一涉及驻阿富汗美军撤离。他确
认撤军继续推进，不受这项命令影响。

驻阿美军有大约1.2万人。依照美国政府与阿富汗塔
利班 2 月签署的协议，美军应在 135 天内把驻军减少至
8600人。美军本月10日说，已经开始撤离。

路透社报道，这项命令是美国国防部在疫情暴发以来
所采取涉及美军人员最广泛的一项举措。美军系统目前
有22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纽约州是美国疫情最严重地区之一。埃斯珀说，如果
纽约州作出请求，军队准备提供更多资源、以协助抗击疫
情。“我们正等待联邦紧急措施署的信号，看他们是否确实
需要我们进一步向纽约提供资源。”

美军正着手在疫情最严重的两大城市纽约和西雅图
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医疗系统压力。一艘海军医院船正驶
向洛杉矶，另一艘预期前往纽约，每艘医院船可提供大约
1000张病床。美国陆军工程兵正考虑改造纽约酒店客房
和大学宿舍等1万间房间，用于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马德里3月25日电（记者
谢宇智）西班牙首相府25日说，西班牙
副首相卡门·卡尔沃的新冠病毒检测结
果呈阳性。

根据西班牙首相府发表的声明，卡
尔沃24日进行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卡尔沃上周因呼吸道感染入院
治疗。此前的几次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目前卡尔沃正
在马德里一家诊所接受隔离治疗，恢复
情况良好。

西班牙政府已有数名官员感染新
冠肺炎。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妻
子、母亲及岳父也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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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10例，累计死亡病例3434例。

普京推迟举行修宪全民公投

防疫情扩散

美军暂停海外行动
几经波折 美参议院通过2万亿刺激计划

这是恐袭案嫌疑人布伦顿·塔兰特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出席庭审的资
料照片（2019年3月16日摄）。 新华社/美联

新西兰“3·15”惨案凶手终于认罪

西班牙副首相

卡尔沃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