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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公主”会成为下一个“钻石公主”吗
接二连三，邮轮成了疫情的高危地带，公主邮轮公司更是频频中招。不久前“钻石公主”号刚刚解除警报，最近，该公司旗下另一艘邮轮“至尊公主”号又染上了疫

情。这非同小可，毕竟“钻石公主”号上3711人中706例感染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虽然“至尊公主”号总人数不及前者多，但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曾乘坐的事实，让事

态变得更加严峻，也让第二艘“恐怖邮轮”的噩梦持续笼罩在“至尊公主”号上。

出现死亡病例

因为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至尊公

主”成了美国版“钻石公主”。当地时间3月4

日，据美国加州官员通报，普拉塞尔县出现了

该州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综合CNN等美

国当地媒体的报道，加州的该死亡病例为一

名71岁的男性，患有基础性疾病。

引发关注的是，根据加州卫生部门官员

的说法，这名死者在2月10日搭乘“至尊公主”

号从旧金山出发前往墨西哥，并于2月21日返

回。该官员称，死者在邮轮航行期间就出现了

新冠肺炎的相关症状，且症状在穿越旧金山

港时一直持续。死者于3月1日接受了新冠病

毒检测，3月3日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最终于

当地时间3月4日上午死亡。

据悉，“至尊公主”号邮轮2月10日-21日

从旧金山驶往墨西哥，2月21日返回旧金山后

又前往夏威夷，中途有人下船，也有人一直留

在船上。除了该起死亡病例之外，加州还有一

名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感染的病例参加过“至

尊公主”号在2月11日-21日从旧金山到墨西

哥的航行，该患者为索诺玛县的居民，目前仍

在医院接受治疗。

死亡病例的出现，让事态骤然严峻起来，

邮轮上已经严阵以待。加州州长纽森表示，目

前加州卫生部门正在向邮轮运送病毒检测试

剂盒。届时，美国疾控中心（CDC）、海岸警卫

队及当地官员将对船上人员进行检测。除此

之外，加州方面正与CDC和当地的医疗保健

合作伙伴共享邮轮乘客名单，以便联系到乘

船的所有人。

作为“至尊公主”号的运营公司，公主邮

轮公司称，CDC已经与他们取得了联系，确认

有62名曾参加了墨西哥航程的旅客仍然在

“至尊公主”号上，CDC要求和该患者有过接

触的62名乘客待在自己的包间内，等待检测。

此外，公主邮轮公司还在官网上发布了首席

医务官格兰特·塔林的建议，提醒2月坐过“至

尊公主”号的乘客如回家后出现发烧、发冷、

咳嗽等相关症状，要立即就医。

“至尊公主”号仍将在海上漂泊。目前这

艘船正在前往夏威夷的航程中，公主邮轮公

司周三表示，已下令“至尊公主”号邮轮改变

航线，不再开往墨西哥Ensenada。纽森在发

布会上表示，在官方对乘客和船只完成评估

之前，邮轮不得上岸停靠。这意味着，“至尊公

主”号将滞留在海上，直到公共卫生官员确定

船上是否发生疫情，以及乘客可以在哪里安

全上岸。不过纽森也表示，这艘邮轮本周可能

依然会停靠旧金山港。

邮轮业雪上加霜

公开资料显示，“至尊公主”号（Grand

Princess）邮轮由嘉年华邮轮公司旗下的公主

邮轮公司运营，于1998年首航，并于2004年进

行了翻新，可容纳2600名乘客和1150名船员。

目前，船上已有11名乘客和10名船员出现了

新冠肺炎类似症状。

对于公主邮轮公司而言，“至尊公主”号

上疫情的出现无疑是雪上加霜，就在此前不

久，该公司旗下另一艘邮轮“钻石公主”号上

的疫情还令人心有余悸。2月3日，由于一名乘

客下船后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钻石公主”

号自2月5日起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隔离。3月1

日，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表示，“钻石

公主”号邮轮上包括船长和乘务员在内的全

体人员已下船完毕。

截至3月4日，“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已有

706例确诊，其中，6例为死亡病例，而该邮轮

的总人数为3711人，这意味着，“钻石公主”号

上的新冠肺炎感染率高达19%。前车之鉴令

人痛心，这次公主邮轮公司也表态称，正在采

取船上预防措施，包括对主要人流密集区域

进行消毒、禁止自助餐。对于后续的防控措

施，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公主邮轮相关负责

人，但截至发稿还未收到具体回复。

来势汹汹的聚集性感染疫情，让邮轮业

遭受了不小的打击。作为公主邮轮的母公司，

全球邮轮巨头嘉年华邮轮公司的股价近期一

路下跌，从1月17日51.94美元的高点，降至了

如今的33美元左右。截至当地时间3月4日美

股收盘时，该公司的股价为32.46美元/股。

消费者的信心也骤然下滑。据英国《卫

报》3月3日报道，载有2000名乘客的“太阳公

主”号邮轮上周日停靠在印度洋上的留尼旺

岛时，岛上民众一度拒绝乘客登陆，理由是担

心乘客携带新冠病毒，该邮轮还曾因离开泰

国未满14天而被马达加斯加拒绝停靠。

为缓解外界的焦虑情绪，邮轮公司纷纷

表态会在卫生标准上下功夫。公主邮轮此前

表示，将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一家一流的清洁

与消毒服务提供商，在所有的客人和船员下

船之后，及在横滨对该船进行检疫后，对“钻

石公主”号进行全面的消毒清洁工作。另一家

邮轮巨头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也曾表示，鉴

于此次疫情发展态势，将再次提高邮轮上消

毒标准，更严格、严谨地遵循国际卫生标准。

加州进入紧急状态

除了还在海上漂泊的“至尊公主”号，这

起死亡病例也让加州进入了紧急状态。据悉，

“至尊公主”号邮轮的船籍港在旧金山，且船

上近一半乘客为加州人。在首例死亡病例出

现之后，加州州长宣布该州进入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紧急状态，成为继华盛顿州、佛罗里

达州后，美国第三个宣布进入应对新冠疫情

紧急状态的州。

这起死亡病例所在的普拉塞尔县卫生官

员艾米·西森博士说：“这一死亡病例凸显了

我们迫切需要采取额外的步骤，来保护特别

容易患上更严重疾病的居民，包括老人和有

潜在健康状况的居民。”

据纽森4日晚间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

目前加州有62例确诊病例，该州卫生部门的

官员正在对9400名居民进行观察。纽森表

示，进入紧急状态后将使有关机构能够更便

利地获得设备和服务，以遏制病毒的传播。

紧随其后，包括洛杉矶、帕萨迪纳、长滩和旧

金山在内的加州几个城市已经宣布当地进

入紧急状态，奥兰治县和马林县也采取了同

样的措施。

作为硅谷所在地和科技产业聚集地，加

州进入紧急状态意味着诸多公司的办公也受

到了影响。包括谷歌、Facebook、微软等大型

科技公司已经纷纷采取应对措施，推行远程

在线办公、求职面试改为线上、限制员工国内

及全球出差、取消大型活动等。如，Facebook

已经宣布取消了一年一度的F8开发者大会；3

月4日，谷歌又宣布取消2020年度最大活动

I/O开发者大会。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美股又反弹

世事无常。美联储一把降息50基点的

操作没能拯救美股，反倒是民主党初选结果

给了市场莫大的信心。当地时间4日，美股

三大股指再次出现强势反弹。截至4日收

盘，道琼斯指数暴涨1173.45点，涨幅

4.53%，报27090.86点；标普500指数大涨

126.75点，创下史上第二高涨额，涨幅

4.22%，报3130.1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

涨334点，涨额居历史第三位，涨幅3.85%，

报9018.09点。

最近一段时间，美股仿佛坐上了过山

车。上一周，美股连跌一周，三大股指周跌均

超过10%，成了自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

单周跌幅。但在上周末多国将采取措施应对

的信号刺激之下，美股周一出现报复性上

涨，道指收盘上涨1293.96点，直接创下了

2009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但紧接着，戏剧性的一幕就出现了。当

地时间3日，美联储突然降息50基点，美股

仅仅上涨了几分钟，就瞬间转跌。在外界看

来，美联储的急速猛降无异于告诉外界，疫

情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一时间恐慌再次席卷华尔街。当天，道指收

跌近3%。

转折出现在周二。当地时间3日，美国

“超级星期二”初选在美国14个州及美属萨

摩亚拉开帷幕，目前除加利福尼亚州外各地

区选票结果已纷纷出炉。ABC最新数据显

示，拜登以惊人反弹在10个州拿下了胜利，

此前公认的领跑者伯尼·桑德斯则只在3个

州获胜。

“市场参与者应该对拜登的崛起感到满

意。”FundstratGlobalAdvisors政策策略

师布洛克如此说道，而他也点出了市场对于

拜登脱颖而出的期待———“投资者不喜欢不

确定性，从医保到税收政策，拜登的政策主

张比桑德斯更为温和”。

“超级星期二”

“我的竞选没有失败，相反，我们今天表

现惊人！”连续赢下9个州后，拜登在洛杉矶

欢呼。在这之前，几乎没人能够想到，拜登会

有如此惊人的表现。幸运的是，随着“超级星

期二”结果的出炉，现在风向出现转变。美国

纽约市前市长、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布隆·伯

格表示，由于他在“超级星期二”总统大选预

选活动中失利，因此决定退选。他计划支持

在民主党预选中排名首位的竞选人、前副总

统拜登。

温和是拜登身上的标签。据了解，拜登

曾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担任两届副总统，在具

体的政策层面上，例如移民政策上，拜登强

调人道优先，承诺打击非法入境；基建方面，

承诺通过增加对富人公司的税收来支付基

础设施的费用；民生方面，拜登承诺提高最

低工资，并支持带薪休假。他维护改进奥巴

马时代的医改政策，虽然并不赞同全民医疗

保险，但支持扩大医保覆盖范围；在经济方

面，拜登声称要调查科技公司可能的垄断情

况，同时继续推进清洁能源革命计划，在

2050年之前实现100%的清洁能源经济和

净零碳排放。此外，拜登也希望提高企业税

率，但不打算像桑德斯那样推行财富税。

相比起来，桑德斯就像是华尔街的噩

梦，抗衡是他跟华尔街之间最明显的关键

词，比如他支持拆解大型银行、提高富人

税、全民医保计划、大学免费、免除学生贷

款、提高时薪等。YardeniResearch总裁兼

首席投资策略师EdYardeni曾表示，“投资

者担心桑德斯，是因为他想通过大幅提高

富人税收并利用这些资金向其他人免费提

供一切”。

与其说市场对于拜登的“胜选”感到兴

奋，倒不如说是对桑德斯的“败选”松了一口

气，《纽约时报》报道称，虽然在过去的两周，

新冠病毒及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

主导着财经要闻，但华尔街同时担心拜登最

大的竞争对手———桑德斯计划削弱银行业，

对股票和债券交易征税，并消除大多数私人

医疗保险。

信心回来了？

还好，桑德斯的威胁正在逐渐减弱。市

场仿佛消除了一个巨大的隐患，但美股的反

弹却不全是因为拜登。比如面对眼下最关键

的疫情，美国政府再度出手。美国国会周三

公布了紧急资金方案以应对疫情，据了解，

该项提案总共提供了83亿美元用于抵抗新

冠病毒的暴发，金额是白宫上周提议的25

亿美元的3倍以上。根据声明，这笔资金的

85%将用于美国国内。众议院预计将在当地

时间4日晚些时候投票表决，参议院领导人

希望不久后对该计划进行投票。美国媒体透

露称，美国众议院拥有足够票数通过逾80

亿美元的卫生事件紧急资金提案。

而从美联储降息开始，包括加拿大在内

的多国央行已经跟上降息，也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恐慌。“美联储降息———特别是出人

意料的降息———以后倾向于发生的事情是，

有时候市场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得出结论。”

投资公司RiverfrontInvestmentGroup的

首席投资策略师克里斯·康斯坦蒂诺斯说，

美联储正赶在经济数据出现任何疲软之前

采取行动，以恢复市场信心。

幸运的是，现在的经济数据还算可以。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ADP）4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尽管出现新冠病毒疫情恐慌情

绪，但2月美国私人部门就业人数依旧实现

增长，环比增加18.3万人，远超市场普遍预

期。分析人士认为，在整个2月里，市场普遍

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导致全球经济放

缓。不过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仍然保持弹性，

企业继续招聘。但股市的剧烈波动反映了市

场对疫情蔓延程度的担忧。

但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显然还没到能放

松的时候。据美国疾控中心（CDC）及各州

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国内目前已确诊

158例新冠肺炎病例。CDC表示，确诊病例

包括境外输入型病例49例，而在美国本土，

由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发现和检测的病例数

分布在14个州中，相比前一日有所增加，达

到了109例。当地时间4日晚，在宣布该州首

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州长宣布该州进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

紧急状态。在这之前，华盛顿州和佛罗里达

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

究员孙立鹏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除去

疫情因素外，美国经济还是不错的，股市有

一个回调的过程，但前提是疫情别有问题。

从这次美联储如此及时的反应、降息的力

度以及组合拳的方式也能看出，现在的情

况还是很严峻的。后续如果疫情严重了，或

是对美国消费尤其是投资产生影响之后，

美联储肯定还会有动作，虽然消费很重要，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投资信心没有了就很

危险了。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几经暴跌的美股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救世主”，这个人不是美

国总统特朗普，也不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而是在民主党初选号称

“超级星期二”中脱颖而出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华尔街集体欢呼，

毕竟比起功败垂成的桑德斯，拜登对华尔街要显得友好得多，再加

上最近强劲的经济数据及美国抗疫的最新进展， 恐慌似乎正在消

减，美股也终于能扬眉吐气一下了。

死亡病例曾乘坐“至尊公主”号的事实，让事态变得更加严峻。图为此前停靠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新华社/图

“至尊公主”号
确诊死亡病例行程

茛 2月10日

搭乘“至尊公主”号
从旧金山出发前往墨
西哥

茛 2月21日

返回加州，航行期间就
出现了新冠肺炎相关
症状

茛 3月1日

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茛 3月3日

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茛 3月4日上午

死亡

男性，71岁
患有基础性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