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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2日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官网日前发布了该中心首席副主任安妮·舒沙特等人撰写
的分析报告，复盘美国新冠疫情发展。报告认为，持续的
旅客输入、大规模聚会、缺少防护措施促使病毒在高危场
所和人口密集区扩散、检测不充分和无症状感染导致病毒
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传播这四大因素造成了美国疫情加
速蔓延。

虽然这份题为《2020年2月24日至4月21日美国新冠
大流行开始及扩散阶段的公共卫生应对》的报告没有直接
点明“失误”，但报告中列举的四大因素均与美国政府的决
策失误有关。

报告将美国疫情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月21日至2
月23日，美国本土仅确诊14例病例，另有39名患者为境外
撤回美国人员；2月下旬开始出现无疫区旅行史及无法溯源
接触史的病例，表明疫情开始在美国本土蔓延；3月中旬到
4月21日，新冠病毒加速并广泛扩散，病例数迅速增长，其
间报告的大多数病例均源于社区传播。

这份报告认为，导致美国疫情加速蔓延的原因有四个。
首先，政府未能及时发布旅行限制令，使境外输入病例

持续增加。2月份，约14万名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和约174万
名来自申根国家的旅客抵达美国，当时这些地区的疫情正
广泛而迅速传播。对3月在纽约都会区收集的毒株进行的
测序显示，它们来自欧洲或美国其他地区。

第二，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员参加大规模聚会在早期
传播中扮演显著角色。2 月，美国报告的本土病例数量
不多，疫情似乎得以控制，因此联邦和地方政府没有及
时建议限制聚集。2 月最后一周，几场大型聚集活动使
疫情进一步蔓延，其中包括在路易斯安那州举行超过
100 万人参加的狂欢节、在波士顿举行 175 人出席的国际
专业会议以及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举行约 100 人参加的
葬礼等。

第三，缺少防护措施，使得病毒在传入长期护理机构、
医院等一些高危场所以及纽约都会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后，
传播扩大。直到4月3日，美国疾控中心才发布指导意见，
要求在公共场所佩戴布口罩以减少传播。

第四，病毒检测难度高，美国疫情起始和加速扩散阶段
存在大量未被察觉的传播。新冠疫情与美国流感季重叠，
疫情早期阶段，美国各地的呼吸道疾病监测系统没有甄别
出与以往不同的发病趋势。此外，美国有限的检测规模没
能发现所有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也增加了发现和控
制疫情的难度。

报告指出，确认这些加速美国疫情传播的因素，有助于
为今后决策提供信息。新冠病毒在美国的传播仍在继续，
目前多数美国人仍对新冠病毒易感，因此需要持续努力来
阻止病毒在美国传播。

四大因素致美疫情加速蔓延

俄罗斯防疫指挥部2日发布新冠疫情
数据，累计确诊病例达到 124054 例，过去
24小时新增9623例。这是疫情暴发以来，
俄单日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绝大多数确

诊病例在莫斯科。防疫指挥部还公布，过
去 24 小时全国新增新冠死亡病例 57 例，
累计死亡1222例。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日援引莫斯科防

疫指挥部说法报道，新增病例快速升高是
因增加了更多检测结果审核中心。在2日
公布的新增病例中，5358 例由莫斯科报
告，该市前一日新增病例为3561例。莫斯
科防疫指挥部说，莫斯科单日检测数量已
经翻倍，每天实施超过4万次检测。

指挥部说：“9家市政实验室和4家私
营实验室开始独立审核确认新冠病毒测
试结果。先前，测试结果都要送至一家审
核中心确认，使得检测速度较慢。现在莫
斯科有14家审核中心，确认病毒检测呈阳
性的速度提升数倍。这就是确诊人数增
加的原因。”

莫斯科上周启动对新冠抗体的快速
检测。莫斯科防疫指挥部说，自4月25日
以来，莫斯科实施了超过17.5万次快速检
测，对快速测试结果呈阳性人员再用拭子
检测PCR（聚合酶链反应），以便快速识别
无症状感染者并及时予以治疗。

按指挥部说法，无症状感染者数量在
增加，“今天约占（新增确诊者）50%”。

卫星通讯社报道，尽管新增病例增
加，但莫斯科新冠住院治疗人数保持稳
定，每天在1700人左右，每天有3500人到
4000人接受CT检查。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阿富汗前政府首席执行
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的一名发言人2日
说，阿卜杜拉与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接近
达成一致，解决双方的政治对立。

阿富汗去年 9 月举行总统选举。阿
卜杜拉不承认选举结果，在加尼3月宣誓
连任的同一天宣布就任“总统”，组建“平

行政府”与加尼唱对台戏。美国当月试图
说服加尼和阿卜杜拉组建联合政府未果，
威胁削减对阿援助。

路透社援引阿卜杜拉发言人的话报
道，双方协议内容包括由阿卜杜拉领导阿
富汗和谈高级委员会和有权任命半数政
府部门主管。协议仍有部分问题有待解

决，但不构成“大障碍”。
加尼发言人西迪克·西迪基证实，磋

商取得进展，将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
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2月29日签署

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和
平协议签署后，阿富汗内部谈判问题被提
上日程。

西班牙2日迎来新冠疫情防疫措施大规模解禁第一天。
刚刚结束7周居家隔离，这个南欧国家的居民获准出门锻
炼。一时间，健跑和骑行的人涌上大街小巷。路透社报道，
在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健跑者和骑行者挤满滨海道
路，冲浪和划板爱好者冲进海里，享受搏击浪花的乐趣。

在巴塞罗那附近小城卡斯特尔德费尔斯，45岁的玛尔·
比塞尔曾经为各类活动作策划和执行，在疫情封锁期间失
去工作。“我一直期待这样（的户外活动），这远比在家跑步、
做瑜伽或普拉提要强。”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骑行者和滑板爱好者沿着城市
宽敞的街道穿行，不时躲闪警方先前为防止人群在公共场
所聚集而拉起的警戒线。

西班牙新冠疫情暴发后，迄今超过2.48万人感染病毒
死亡，政府3月中旬起施行全国范围的封锁抗疫措施，除非
必需，大部分居民被限制离家出门，户外散步和健身也受到
限制。

担任英国政府顾问的夏洛特·弗拉泽-普林现年41岁，
当天清晨6点前往雷帝罗公园附近跑步，加入第一批享受
户外行动自由的大军。虽然公园依然关闭，但仍有数百人
沿着公园周边的马路晨跑。

她说：“数周以来，我都在期盼这件事，我跟朋友开玩笑
说，我要成为马德里第一个出门的人，看了 6 周的瑜伽视
频，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户外。”

随着疫情逐渐缓和，医疗卫生系统回归正常，西班牙政
府把重点转向解除禁令、恢复经济。上周，14岁以下未成年
人在有人监护前提下，每天可外出活动一小时。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4月28日宣布在6月底之
前分4个阶段让国家恢复常态。为避免人群在户外过度聚
集，政府实施分时管理，为不同年龄段人群分配户外活动时
段。从 4 日开始，一些预约经营活动获准恢复，比如理发
店。但是，酒吧和餐厅还将继续关闭至少一周。

新华社特稿

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日在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
说，这家由他创建的投资企业4月清仓美
国四大航空企业股票。

他说，新冠病毒疫情重创航空运输业，
自己先前投资航空运营商是个“错误”。

【承认失误】
今年股东年会照例在巴菲特家乡及

其投资“帝国”发源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
哈市举行。只是，受疫情影响，会议以视
频形式举行。

巴菲特确认，伯克希尔-哈撒韦4 月
清仓美国四大航空运营商股票，涉及美国
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
和西南航空公司。

航空业数据显示，美国近期空运客流
量较去年同期骤减95%，平均每趟国内航
班仅搭载17名乘客。

巴菲特说，这场疫情“几乎叫停这个
国家所有的航空运输”。对航空运输业而
言，“世界变了”。

伯克希尔-哈撒韦 2016 年第三季度

开始逐步建仓航空股，后来成为达美航空
最大股东。根据企业年报，截至 2019 年
底，伯克希尔-哈撒韦持有达美航空11%
股份、美国航空10%股份、西南航空10%股
份，以及联合航空9%股份。

巴菲特2日承认“误判”，说当初投资
航空运营商决定由他作出，他一度还打算
购入其他航空股。

【业绩不佳】
伯克希尔-哈撒韦2 日确认，新冠疫

情重创企业第一季度业绩，净亏损将近
500亿美元。巴菲特预期，至少2020年的
营业收益将比疫情前“大大减少”。

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生意受疫情
负面影响不小。其中一些企业不得不给
员工减薪、停职。巴菲特的投资搭档、公
司董事会副主席查理·芒格 4 月接受《华
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伯克希尔-哈撒韦
或许会关停一些小企业。

2020年第一季度，伯克希尔-哈撒韦总
计购入18亿美元股票。同期回购自家17亿
美元股票，回购规模比上一季度大幅减少。

美国爱德华·琼斯投资公司分析师吉
姆·沙纳汉说，巴菲特以往在危急时刻总
能看清出路，鼓励投资人利用逆市，“但如
果他连自家股票都看不到机遇，我们该怎
么想呢？”

【鼓劲打气】
巴菲特在股东会上不忘给投资人和

美国经济鼓劲打气。
他说，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采取多

项举措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包括为旗下
企业提供现金支持。

在巴菲特看来，疫情期间投资是“了
不起的试验”，其结果会有“非常多”可能。

巴菲特相信，尽管疫情重挫经济和他
的投资，但正如19世纪60年代内战、百年
前流感疫情和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
那样，美国会挺过这一关。

大约 3030 万美国人最近 6 周申领失
业救济。美国 3 月失业率达 4.4%。一些
经济学家预计，美国4月失业率可能高达
20%，逼近大萧条时期峰值25%。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东京5月3日电（记者华义）近
日，一则假借日本诺贝尔奖得主、京都大学
教授本庶佑之口，称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
的谣言在海外社交媒体散播。为此，本庶佑
专门发布辟谣声明，并指出这类对疾病起源
毫无根据的说法是“极其危险和灾难性的”。

本庶佑教授 4 月底在京都大学官网

上发布了这份辟谣声明。他说，肆虐全球
的新冠疫情带来了痛苦和经济损失，在全
世界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之时，“我和
京都大学的名字被用于扩散虚假指控和
错误信息，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本庶佑在声明中强调，现在是所有
人，特别是在科研最前线的人们同仇敌

忾，与疾病这个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战斗的
时候，大家为保护生命而努力，不容片刻
耽延，“而在此时，像这类对疾病起源毫无
根据的说法是极其危险和灾难性的”。

本庶佑现年 78 岁，是日本著名免疫
学家，因在癌症免疫治疗方面所做贡献，
获颁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55月月22日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在俄罗斯莫斯科，，工人在街头进行清洁工作工人在街头进行清洁工作。。新华社新华社//法新法新

俄罗斯日增确诊近万例创新高俄罗斯日增确诊近万例创新高

西班牙解禁户外活动西班牙解禁户外活动

被冒名发布新冠病毒起源谣言 日本诺奖得主出面辟谣

阿富汗或将结束“总统之争”

巴菲特清仓美四大航企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