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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动用《国防工业生产法》？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速飞快

美国或成全球疫情“震中”
据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4 日电 美国联
邦紧急措施署署长彼得·盖纳 24 日表示，
联邦政府将动用 《国防工业生产法》 采购约
6万个病毒试剂盒。这是美国首次动用70年
前通过的这一法案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区，N95 口罩、防护服、外科口罩、护目
镜、重症监护病房设备等物资消耗迅速，
即使有所补充，仍不足以应对预计将出现
的更大规模疫情。

顾虑重重

疫情加剧
美国国会 1950 年批准 《国防工业生产
法》，当时朝鲜半岛发生战事，制定该法案
旨在紧急状态时准许联邦政府直接指挥工业
生产，以储备战时物资。该法案主要由三部
分内容组成：一是授权总统要求企业签署合
约或完成国防订单，同时授权总统禁止囤积
指定的物资和哄抬价格；二是授权总统通过
多种机制刺激生产；三是授权联邦政府有关
部门评估涉及国家安全的投资。
动用该法案意味着，特朗普能够迫使
美国制造商，无论是汽车还是服装行业，
将重点转向制造医疗物资，并且政府有权
对这些物资进行调配。
特朗普 18 日就发布行政令，授权卫生
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负责针对疫情实施 《国
防工业生产法》。但连日来，特朗普一直没
有动用该法案，还称美国有足够多的公司
主动生产口罩等医疗物资，他只会在“最
糟糕的情况下”动用该法案赋予的权力。

3 月 24 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街头空空荡荡。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
斯 24 日警告说，近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增长“大幅加速”
，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
行的下一个“震中”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已超过 5.5 万例，死亡近800 例。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国疫情日益加

纽约州长回呛特朗普心急复工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纽约州州长安
德鲁·科莫 24 日说，纽约州在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暴发高峰时的病床需求预
期达 14 万张，目前病床缺口近 9 万张。
科莫当天在纽约曼哈顿一处会展中
心说，纽约新冠肺炎感染率如今每 3 天
增加一倍，预期今后 14 天至 21 天迎来
疫情高峰。如果疫情如预测那样加重，

印度全国“封城”

新德里，人们在店外排队。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新德里 3 月 24 日电
（记者赵旭）印度总理莫迪24日晚发
表电视讲话，宣布从当天午夜起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为期 21 天的“封城”
措施，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新西兰
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惠灵顿 3 月 25 日电
（记者卢怀谦 郭磊）新西兰民防部
25 日中午宣布，新西兰当天进入
国家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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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在疫情高峰时期病床需求将达 14
万张。
疫情当前，特朗普 24 日接受美国福
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希望看到美
国人在 4 月 12 日复活节时复工、美国经
济得以“重启”
。这番言论招致批评。
纽约州长科莫说，“没有美国人会
以生命代价加速（恢复）经济。”

剧，各地医疗能力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
验，美国舆论对特朗普的压力也与日俱
增，迫使他不得不动用 《国防工业生产
法》，以提升医疗物资生产能力。
美国医院协会、美国医学会和美国护
士协会日前联合致信白宫警告说，在美国
最早出现社区传播的地区以及其他许多地

对于动用 《国防工业生产法》，特朗
普此前一直顾虑重重，主要有三方面原
因：首先，担心作用不佳。特朗普日前在
白宫记者会上说，联邦政府很难甄别哪些
企业具备相应生产能力，接到政府命令的
企业也有可能手足无措，因为它们并没有
生产呼吸机等医疗设备的能力。
其次，担心加剧恐慌。联邦政府“接
管”美国企业的可能性或让商界陷入不
安，从而加剧市场动荡。美国国家安全问
题专家萨沙·贝克解释说，《国防工业生
产法》“名头”太大，一些人会觉得事态
严峻而变得更加紧张。而特朗普一直试图
淡化疫情影响，以安抚公众、稳定市场。
再次，担心引发反弹。美国律师詹姆
斯 · 贝 克 日 前 撰 文 说 ，《国 防 工 业 生 产
法》 能否被用来强制私营企业制造其不常
提供的产品，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倘若联邦政府过度使用该法案，可能会面
临私营企业的诉讼和政治上的压力。

美军出海航母首现新冠肺炎病例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海军多名官员24
日披露，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3名
水兵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这是美军出海航

母首次出现新冠肺炎病例。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托马斯·莫德利说，军
方已筛查出3名患者先前接触的人员。

哈佛大学校长夫妇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据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4 日电（记者徐
剑梅 邓仙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
巴科 24 日说，他和妻子阿黛尔的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均呈阳性。

巴科在致哈佛教职员工的一封信中
说，他们夫妇 22 日出现咳嗽、发烧、发
冷、肌肉疼痛等症状，23 日接受新冠病毒
检测，24 日下午获知结果。

受疫情重创 航空业面临巨额损失
据新华社专特稿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24 日
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全球航空
业 2020 年预期损失超过 2500 亿美元，呼吁各
国政府紧急救助。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24 日警告，新冠肺炎
疫情对全球航空运营商意味着“灭顶之灾”。
没有政府紧急援助，大约一半航空运营商数周

内可能破产。
受各国旅行管控和旅客出行需求下降影
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期全球航空运营商
2020 年客运收益将减少 2520 亿美元，比去年
下滑 44%。在美国立体研究公司分析师罗伯
特·斯托拉德看来，疫情对航空业的冲击可能
比当前“可怕的预测”更糟糕。

韩聊天室性奴役案嫌疑人信息公布
据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警方 25 日把即时通
讯软件“电报”聊天室性奴役案主要嫌疑人赵
主彬（音译）移交检察机关。
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以涉嫌违反 《关于
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不受性侵的法律》 逮捕赵主
彬，将他拘押在首都首尔钟路警察署，25 日
上午移交检方。
赵主彬离开警察署前向受害者致歉，感谢
警方制止他“无法自拔的恶魔生活”，没有就
所受指控作出回应。

首尔地方警察厅 24 日召开身份信息公开
审议委员会会议，决定公开嫌疑人姓名、年龄
和肖像。
赵主彬现年 24 岁，涉嫌诱骗至少 74 名女
性（包括 16 名未成年女孩）拍摄色情影像，胁
迫受害者把那些影像分享至他在“电报”软件
设立的聊天群，即所谓“n 号房”。“n 号房”
实行会员制，警方调查发现大批会员为观看那
些影像至少支付 150 万韩元(约合 8633 元人民
币)，经由加密数字货币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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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储查尔斯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据新华社伦敦 3 月 25 日电 英
国王室 25 日发布声明说，英国威
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储的新冠病毒检
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症状较轻。
克拉伦斯宫发言人说，现年
71 岁的查尔斯目前表现出轻度症
状，“近日都在家办公”
；其夫人卡
米拉经过检测，没有感染。两人现
在位于苏格兰的家中自我隔离。

波音打算 5 月底前
复产 737 MAX
据新华社专特稿 多名熟悉美
国波音公司生产情况的消息人士
24 日证实，这家飞机制造业巨头
打 算 5 月 底 前 重 新 启 动 737
MAX 系列客机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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