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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卫生安全局12月20
日报告本国新增奥密克戎毒
株感染病例 8044例， 累计
45145例；英格兰已报告14例
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病例。

英国政府20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 该国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91743例，累计确诊超过
1145万例； 新增死亡病例44
例，累计死亡147261例。

英国首相约翰逊20日
表示，他必须“保留采取进
一步行动的可能性”。

本月12日，英国新冠疫
情警报级别由3级升至4级，
距最高级别还差一级，并启
动“奥密克戎紧急加强针国
家任务”， 以推广加强针接
种服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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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聚会”风波再起 英首相府忙“自辩”
称媒体报道所指“聚会”实为“工作会议”，并没有违反当时的防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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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近来连创新高， 新冠变异毒株
奥密克戎在各地迅速传播，多
名医学专家和官员呼吁政府尽
快收紧疫情防控措施。 约翰逊
政府还未就此作出决定， 却因
被曝疑似不止一次“违规聚会”
而忙于应对舆论批评。

英国媒体7日播出去年12
月录制的一段视频， 显示首相
府内疑似违规举办圣诞聚会，
引发不少民众不满，认为“首相
府定了规矩、 自己却不遵守”。
约翰逊就这一情况道歉， 并指
派内阁秘书西蒙·凯斯负责调
查， 然而凯斯的办公室随后也
被曝光去年违规举办圣诞聚
会， 首相府不得不换人接手调
查。

受圣诞聚会争议影响，执
政党保守党民意支持率下滑。
英格兰西北部一个由保守党长

期把持的选区上周举行议会下
院补选，保守党候选人意外败给
自由民主党候选人。

为防范变异新冠病毒奥密
克戎毒株，约翰逊要求英格兰民
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居家办
公、贯彻疫苗通行证制度。这些
举措遭到约翰逊所在保守党的
不少议员反对。英国《每日镜报》
12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7%
的调查对象抱怨说，如果政府官
员违反防疫规定，那么民众也没
有必要遵守规定。

工党副党首安杰拉·雷纳19
日说，首相违规聚会照片相当于
“在民众脸上打了一记耳光。首
相一再向我们展示：他本人无视
规则，仿佛规矩只是为我们其他
人制定似的。他们纵饮欢聚到深
夜，我们却直到最近才被允许一
天散一次步”。

■据新华社

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即将到
来，然而，随着感染奥密克戎变异
毒株的病例迅速增加， 欧洲各国
高度重视，纷纷采取行动，将各自
国家的防疫措施升级。其中，荷兰
采取行动更为严厉， 率先对全国
进行全面社会封锁， 英法德等国
也随之收紧防疫政策。然而，面对
严峻的疫情形势和严格的防疫措
施， 欧洲经济的复苏进程势必将
更为漫长。

荷兰宣布全面封城

12月19日， 荷兰看守内阁首
相吕特（Mark�Rutte）宣布，从即
日起，所有非必要商店、文化和娱
乐场所必须暂停营业至明年1月
14日，学校则至少将关闭到明年1
月9日。此外，强烈建议所有人尽量
待在家中，避免人群聚集，在所有
场合保持1.5米社交距离； 每日最
多外出拜访他人一次；禁止举行公
共活动，葬礼（最多100人）、每周集
市和专业体育比赛（不允许观众入
内）除外，禁止举办圣诞集市。

据中国驻荷兰王国大使馆12
月21日通过其官方网站发布消息，
再次提醒广大侨胞， 珍爱生命健
康， 务必遵守荷兰政府防疫政策，
及时通过荷兰政府网、荷兰国家公
共卫生与环境研究院（RIVM）官
网等官方渠道，关注荷兰疫情变化
和防控政策调整情况，科学理性防
疫，不懈怠、不恐慌。尚未接种新冠
疫苗人员，宜尽快向GGD或家庭医
生预约接种； 已完整接种人员，请
密切关注荷兰政府加强针接种安
排。同时，请继续加强个人防护，做
到“非必要、不旅行”。

疫情蔓延，多国紧急封锁

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入侵，
让欧洲再次成为疫情的“震中”。

近日确诊病例激增的丹麦也

宣布，从12月19日至明年1月17
日，政府要求电影院、游乐园、运
动设施等场所一律关门，餐厅最
晚只可营业至晚上11时。

除了荷兰和丹麦， 欧洲其
他国家也都先后收紧了防疫措
施。就连过去主张“与病毒共存”
的英国，也一改口风，拒绝保证
圣诞节前不会在英格兰实施更
严厉的抗疫限制。 值得注意的
是，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已宣布，
伦敦进入了“重大事故”状态。

因应英国的疫情态势，德国
和法国随即收紧了防疫政策。

12月19日， 德国宣布将英
国列为“变种病毒区”，即日起
仅允许德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等
群体从英国入境， 而且入境旅
客不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都
必须接受两周的隔离检疫。另
一边的法国， 也从12月18日起
收紧了对英国旅客的旅游限
制， 暂停当地商务或旅游目的
的旅客入境。

在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威
胁下，欧洲各国如临大敌。可即
便当下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
抗疫成效还有待观察。

欧洲这个圣诞节不好过

疫情肆虐， 再加之在欧洲
多国的封锁措施下， 欧洲民众
的这个圣诞节注定不好过。

荷兰政府的紧急封锁打乱
了人们的圣诞假日安排， 各个
市区基本空荡无人。 有民众直
言， 这是与他们所希望的完全
不同的圣诞节。另外，德国虽然
排除了在圣诞期间实施封锁措
施， 但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宣
布取消慕尼黑圣诞市集。

圣诞的节日氛围因升级的
防疫措施几近消失， 这让不少
商家开始担忧今年圣诞节商品
销售。

据欧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2021年11月， 欧盟和欧元区的经
济情绪指数都下降了1.1%。 事实
上， 民众消费欲望不高或许并非
因为就业不佳和经济低迷， 毕竟
欧洲的就业指数和相关经济数据
一直在回升。

欧洲多国重启封锁，“圣诞劫”将至？
专家：欧洲经济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增长会显现疲弱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被曝疑似“违规聚会”的风波继续
发酵。英国首相府12月20日再作澄清，称媒体报道所指“聚会”
实为“工作会议”，并没有违反当时的防疫规定。

英国《卫报》19日发布一张
摄于2020年5月的照片，显示约
翰逊和妻子卡丽以及另外十多
人在唐宁街10号、 即首相府的
花园里“聚会”。他们或坐或站，
桌上有红酒和奶酪，所有人都没
有戴口罩。英国当时仍处于全国
“封城”防疫阶段，禁止超过两人
的聚会，要求保持至少两米的社
交间隔，“除非特别必要”不得在
工作场合面对面开会。

约翰逊的一名发言人20日
告诉媒体记者， 涉事照片中，大
家正在开会讨论工作，而且“讨
论工作时在户外饮酒没有违反
（防疫）规定”。

当天早些时候，副首相多米

尼克·拉布称，首
相府花园是“工作
场所”，他本人“的确
不认为那可以称为
聚会”。

按照《卫报》的说法，
拍摄照片当天，时任卫生大臣
马特·汉考克刚刚召开记者会，
敦促人们遵守防疫规定、不要看
到天气好就随意聚会。

报道发布后不久，首相府一
名发言人立即回应， 称唐宁街
10号在夏季不时会举行类似的
“工作会议”；这里是约翰逊的住
所，也是他的办公场所，首相妻
子同样住在那里，出现在花园合
情合理。

违规
防疫阶段英国首相和人“聚会”未戴口罩

影响 执政党保守党民意支持率下滑

英格兰报告14例奥密克戎死亡病例

专业市场调研公司GfK给
出一组调研数据显示，英国的消
费者信心指数在11月份下降至
-15。该机构的客户战略总监乔·
斯塔顿(Joe�Staton)表示，未来12
个月，人们对个人财务和经济的
信心略有下降，这使得他们不太
愿意在圣诞节前进行大宗采购。

英国的情况只是欧洲现状
的一个体现。由于欧洲的通胀和
就业率长时间经历负面冲击，这
些对欧洲经济与社会信心的恢
复会产生巨大的阻力。

由于欧洲各国在疫情期间
不断出台财政刺激措施，这导致
了欧洲通胀创出新高。疫情前景
未明， 再加之高涨的通胀水平，
都进一步打击了欧洲消费者的
信心。那么，若圣诞新年购物季
缺失，这又会对欧洲的经济造成
多大的影响？

由于欧洲经济结构中消费
的贡献率很高，因此不断反复的
疫情与防疫，对欧洲经济的基础
冲击很大。除非欧洲疫情逐渐回
稳并出现可控的迹象，否则欧洲
消费者不会轻易进行消费，而会
选择储蓄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知名金融机构荷兰国际集
团也认为， 欧洲经济2021年四季
度和2022年一季度的增长会显现
疲弱。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

疫情将对欧洲经济
冲击很大

英国《卫报》12月19日曝光了一张照片，照片显示，约翰逊和其他17名工作人员于去年5月15日“封城”期
间，在首相官邸的花园中喝酒，而当时英国政府禁止在室外公共场所举办超过两人的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