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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5月6日电（记
者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6 日表
示，法国医生通过重新检测以往样
本发现该国去年 12 月底就出现了
新冠病例，这是“有可能”的，期
待他国研究人员也能开展更多类似
调查。

有法国医生近日发表论文说，
一名去年 12 月 27 日入院、现已痊
愈的法国男子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这比法国官方宣布的首批确
诊病例要早近 1 个月时间。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
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在当天
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她已了解过该
论文，虽然论文作者自己也称这可
能是“假阳性”结果，但法国去年
12 月就出现新冠病例也是“有可

能”的，“我们需要关于这个特殊
病例的更多信息”。

范凯尔克霍弗介绍，一些国家
可能会回溯性地重新检测先前储存
的样本，所以发现其中一些样本新
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也是可能的，但
还需要这些国家提供更多相关信
息，例如当时为何要采集样本以及
检测的具体方式等。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
任迈克尔·瑞安在记者会上表示，
重新检测先前采集的样本是业内比
较谨慎的做法。如果病人有严重疾
病而当时医生又无法做出诊断，医
院通常会将样本冷冻，以便将来重
新检测并诊断。他期待其他国家的
研究人员也能开展类似调查，或许
可由此获得更多疫情相关信息。

新华社伦敦5月6日电（记者
张家伟） 伦敦大学学院 6 日发布的
一项研究说，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的
遗传多样性分析显示，这种病毒在
2019 年年底可能已在全球广泛传
播。

由该校学者领衔的团队分析了
来自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超过
7500 个病毒基因组数据。研究人员
确认了病毒基因组中 198 个曾重复
发生的变异，从而探讨病毒在人群
中如何演变并逐步适应人类宿主。

他们发现，这些新冠病毒共享
的同一祖先来自 2019 年年底，这
个时间段正好可能是新冠病毒跳跃
到人类宿主的时间。

据伦敦大学学院介绍，这项研
究成果不但为了解疫情早期阶段病

毒传播的状况提供了线索，同时也
为寻找有效的疫苗和药物提供了新
思路。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变异的分
布并不均匀，病毒基因组中某些部
分并没有出现太多变异，这些区域
对于疫苗和药物研发来说是很好的
靶标。

报告主要作者之一、伦敦大学
学院教授弗朗索瓦·巴卢说，在与
病毒的对抗中，一个主要挑战就是
一旦病毒变异了，疫苗或药物可能
不再有效，“如果我们把研发方向
集中在病毒基因组中那些不太容易
出现变异的部分，或许能开发出效
用持续很长时间的药物和疫苗”。

研究报告已刊登在 《感染、遗
传与进化》 期刊上。

世卫组织专家：法国去年12月出现新冠病例是“有可能”的

研究显示新冠病毒去年年底可能已全球传播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6 日电
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遗传学家埃
里克·托波尔 4 月接受 《华盛顿邮
报》 采访时提出疑问：“究竟有多
少被误认为是流感或肺炎患者实际
是新冠患者？”托波尔的疑问也是
公众的疑问，美国新冠患者统计数
据中漏掉了多少被判断为流感的病
人？

多名美国流行病学专家表示，
美国出现新冠疫情后存在对新冠病
毒认识不够、监测系统未及时报警
以及检测不力等因素，使新冠病人
与流感病人之间“界限模糊”，一
些被判断为因流感死亡的病例可能
与感染新冠病毒有关。

新冠疫情暴发早期正值美国流
感季，但美国各地的呼吸道疾病监
测系统没能及时甄别出与以往不同
的发病趋势。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 2 月 26 日证实加利福尼亚州圣
克拉拉县出现一例感染源不明的新
冠病例，这曾被认为是新冠病毒在
美国社区传播的首个例证；但加州
近期公布的检测报告显示，早在 2
月 6 日当地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

比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首例新冠死
亡病例出现时间提前了 20 多天。

圣克拉拉县卫生局长莎拉·科
迪近日接受 《洛杉矶时报》 采访表
示，加州新确认的死亡病例代表了
大量未被及时发现的新冠病例，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区传播的严
重程度。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院
教授尼拉杰·苏德在接受美国媒体
采访时也表示，新冠病毒可能在首
个死亡病例发生前 3 周开始在社区
传播。

近日公布的美国疾控中心首席
副主任安妮·舒沙特等人撰写的美
国疫情发展分析报告披露，2 月底
加州圣克拉拉县确认首个社区传播
案例后，公共卫生部门 3 月 5 日至
14 日在该县 4 个紧急护理中心对新
冠病毒社区传播进行了哨点监测。
对前来就诊的有呼吸道疾病症状者
的检测显示，流感病人仅占 23%。医
护人员只对流感检测结果为阴性的
有呼吸道症状者进行了新冠病毒检
测，发现其中 11%感染新冠病毒，约
占有呼吸道症状者总数的 8%。

美国流感患者中是否有人感染

了新冠病毒？这个问题早在美国确
诊首个病例之后就被提出。据 《纽
约时报》 等媒体报道，今年 1 月美
国官方报告首例新冠病例后，参与
指导西雅图流感监测项目的华盛顿
大学传染病专家海伦·朱与同事一
起要求联邦政府和华盛顿州政府批
准对该项目收集的流感病人样本重
新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但一直遭到
拒绝，给出的理由是隐私相关问
题。海伦·朱团队 2 月底坚持开展
了相关检测，很快发现一名近期没
有旅行史的少年流感患者样本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这说明在无人意识到的情况
下，新冠病毒早已在美国悄悄开始
传播。而这可能只是真实情况的

“冰山一角”，全美究竟有多少流感
病人实际上是新冠患者，已经成为
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美国早期检测的“高门槛”以及
检测能力不足，使得许多疑似患者
无法及时确诊，无从确认是否感染
新冠病毒。《洛杉矶时报》4 月 23 日
撰文称，就在卫生官员把所有精力
都放在筛查境外输入游客以及从邮

轮上下来的游客时，新冠疫情已经
在美国社区“静悄悄”地蔓延。

3 月 11 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美国国会众
议院出席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听证会
时承认，美国存在新冠肺炎死亡病
例被误认为是流感死亡病例的情
况。

美国疾控中心 2 月底发布报告
中的数据显示，2019 年冬季开始
的 流 感 季 美 国 估 计 已 出 现 至 少
3200 万个流感病例，其中 1.8 万人
死于流感相关疾病。

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
研究所日前更新的新冠疫情模型预
测结果认为，预计到 8 月 4 日美国
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将超过 13.4 万
例。这一数据上调了对美国新冠死
亡病例数的预期，但不包括大量被

“误诊”为因流感而死亡的新冠病
例。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
斯科特·戈特利布在接受美国消费
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说，美国
新冠病例的真实数量可能是目前报
告数字的 10 倍、甚至 20 倍之多。

美国流感病人中有多少是新冠患者？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6 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6 日否决了美国国
会此前通过的旨在限制总统对伊朗
采取军事行动权力的决议。

特朗普当天将否决决定告知参
议院。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决议

“非常无礼”，是民主党通过分裂共
和党而想要在今年 11月总统选举中
取胜的策略。他还称该决议基于对
事实和法律的错误理解，极大损害
了总统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

该决议于 2 月在参议院、3 月
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要求总统在未
获得国会授权情况下不得对伊朗采
取军事行动。决议的起草者民主党
参议员蒂姆·凯恩当天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要求其他参议员能与他一同
投票推翻特朗普的否决。

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 7 日
将就特朗普的否决进行投票。美国
舆论普遍认为，参议院难以获得足
够的票数来推翻特朗普的否决。

特朗普否决国会
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决议

据新华社东京5月7日电（记
者刘春燕） 日本新 《外汇法》 将于
8 日开始实施，旨在加强对外国资
本投资日本重要行业的限制。

本次《外汇法》修正案于去年
11 月获日本国会通过。《外汇法》修
订前规定，外国资本如想取得日本
安全保障相关行业企业 10%以上的
股份，需事先申报，接受有关方面审
查。修订后，这一门槛降至 1%。

安全保障相关行业包括武器装
备、飞机、太空开发、核能、石
油、电力、燃气、通信、广播、供
热、铁路、运输、网络安全等。

本次 《外汇法》 修正案虽于去
年通过，但由于业界抱怨颇多，正
式实施的政令一直拖延至最近才下
达。不少投资者担心，新 《外汇
法》 将导致手续繁琐，加强外资管
制也会造成对日投资减少。

日本实施新《外汇法》加强外资管制

5月 6日，比利时布鲁塞尔购物街圣于贝尔长廊的门店关闭，顾客稀
少。欧盟委员会 5月 6日预测，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欧洲经济将出现

“历史性衰退”，欧盟经济将萎缩7.5%，欧元区经济将萎缩7.75%。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欧盟委员会预计2020年
欧洲经济出现“历史性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