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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肉联厂再曝感染 欧洲重启雷点重重
在接二连三的聚集性感染之下，肉类加工厂成了疫情扩散的高危地带。这次，德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通尼斯也中招了，
657例感染，数千人被隔离，引发一片哗然。在欧洲陆续放开防疫禁令、解除边境限制之时，这一聚集性感染的事件无异于重
磅炸弹，提醒各国注意，在解封和防疫的天平上，每一步都需要万分谨慎。

657例感染

放宽防疫禁令后，德国接连发生了多起
聚集性感染事件，包括德国最大肉类加工企
业通尼斯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居特斯
洛县的一家加工厂。截至当地时间6月17日，
该工厂已有657名员工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根据该工厂在17日夜间发布的声明，约
1000名员工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983人的检
测结果出炉，其中仅有326人结果为阴性，其
余657人均呈阳性，工厂已于周三下午关闭。
通尼斯食品公司是德国一家大型肉类加工企
业。截至2018年，该企业共拥有1.65万名员
工，年营收达到66.5亿欧元。
据悉，上述检测是于本月16日完成的，接
下来还将对该企业其余数千名员工进行检
测。居特斯洛县政府预计，随着检测结果的公
布，还将发现更多确诊病例。
按照德国各州政府达成的协议，一旦有
地区的感染率超过每10万人新增50例，当地
政府将重启限制性措施。由于感染人数众多，
居特斯洛县已经成立了一个危机小组，同时
决定从18日起，紧急对全境中小学和幼儿园
采取停课措施。同时，该县县长阿登纳表示，
该企业7000名员工必须全部隔离。不过，目前
该县尚未重启“封城”措施。
近一个月来，德国多地的肉类联合加工
厂都暴发了聚集性感染事件。5月上旬，北威
州科斯费尔德县的肉联厂暴发聚集性感染，
200多人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随后，巴符州
的一家肉联厂约400人被确诊感染，下萨克森
州的一家肉联厂也有98例确诊。
除了德国之外，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等，肉类加工厂均成为“重灾区”。据彭博社统
计，截至5月，欧洲肉类加工厂有超过1000名
工人确诊感染。美国食品与商业工人国际联
盟报告称，截至5月底，美国肉类加工产业工
人中有3000多人感染，44人死亡。
“德国猪肉的品质不错、屠宰量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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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南达科他州苏瀑市一
家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猪肉
加工厂，截至14日已有超过400
名员工确诊感染。

200多
5月上旬，德国北威州科斯费尔
德县的肉联厂200多人被确诊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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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森食品位于美国印第安纳
州的一处猪肉加工厂中有890
人确诊感染。

373
5月初， 位于美国密苏里州的
一家猪肉、牛肉加工厂凯旋食
品确认了373例感染病例。

64
5月10日，加拿大嘉吉公司旗下
位于魁北克省的一个加工厂宣
布，64名员工被确诊感染。

出口量在全球也比较高，我国好几年猪肉进
口量最多的就是德国。通尼斯这家企业的屠
宰量也很大，现在出了问题后，不止对德国本
土猪肉供应有影响，可能也对全球供应造成
影响。”中国生猪预警网分析师冯永辉表示。
冯永辉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肉类加工是
一条流水线，不能停工，所以一旦屠宰环节出
现问题，马上就会影响到生产和养殖环节，农
民就会缩减产能，美国猪肉价格就因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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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 德国巴符州的一家肉联
厂约400人被确诊感染。

98
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家肉联厂也有98例
确诊感染。

657
6月17日，北威州居特斯洛县的
通尼斯食品加工厂657名员工
被确诊感染。

各国肉类加工厂
部分聚集性感染事件
的屠宰厂疫情出现了涨价的情况，现在欧洲
也有这种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关总署18日下午
发布消息称，由于德国一家猪肉企业确认发
生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暂停该企业对华出
口，对已到港或即将到港的产品，海关部门全
部予以暂扣，同时更新《符合评估要求的国家
或地区输华肉类产品名单》，暂停来自上述企
业的产品进口。

高危地带

“太多的工人在没有适当保护的情况下
在肉类加工厂继续工作，再次在工厂和我们
的社区引发了更多的感染。”美国南达科他州
的农民尼克·内梅克直言。
没有防护意识、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让
屠宰业成了疫情扩散的高危地带。早在5月，
德国之声就在报道中称，德国各地的肉类加
工业，包括施泰因堡、科斯费尔德县在内，雇
用了大量的东欧劳工。这些人多为季节性用
工，住在无法保证社交距离的集体宿舍内。房
间“拥挤不堪、已经发霉”，他们每天乘坐巴
士，集体上下班，而车上人满为患。
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目前有
1500多家大型肉类加工厂，整个肉类加工行
业雇用了12.8万人。据估算，肉类加工业中的
工人有80%为移民，大部分来自罗马尼亚等
国。而前述发生聚集性感染的通尼斯工厂中，
就有大部分工人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关于此次的聚集性感染，通尼斯食品公
司方面也表示，可能与德国日前解除边境管
控、重新允许国民出境旅游有关，许多外国工
人可以借此看望家人。此外，其车间内环境温
度也有利于病毒传播。但通尼斯方面也表示，
暴发的确切原因尚未确定。
从3月起，欧洲各国对不必要的旅行关闭
边境并恢复检查站，以试图限制疫情的扩散。
不过，欧洲农场工人(主要来自罗马尼亚)是
获准旅行的少数人，多达3万名罗马尼亚人飞
往德国，从事食品加工业。
如今，德国正在逐步取消由于新冠疫情
而实行的边境管制，从6月16日起，德国对26
个欧盟伙伴国、英国和4个申根区(非欧盟)国
家解除入境限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欧洲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数据，德国的确诊病例数远多于罗
马尼亚或保加利亚。在过去的14天里，德国新
增了4814例，而罗马尼亚为2898例，保加利亚
为915例。
卷土重来？

虽然由于种种因素，屠宰业成了高危地

带，但在各国整体管控放开的情况之下，屠宰
业只是疫情卷土重来的一个缩影。
在冯永辉看来，屠宰厂发生聚集性感染
更关键的原因还是和大环境有关，员工在参
加社会性活动中很有可能会被感染，之后再
进入生产车间就会造成大范围的传播。
聚集性感染的案例在欧美越来越多。就
在6月15日，德国柏林新克尔恩区一处住宅街
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截至当天晚间已经
有54人被确诊感染。当地卫生部门负责人利
克表示，传染链目前已经无法溯源。
在波兰，疫情发展也出现了反弹的迹象。
近一个多月来，在波兰南部的煤矿大省西里
西亚共有超过5000名矿工感染了新冠病毒，
可能与矿工的工作环境封闭且潮湿有关，这
加速了病毒的传播。
在意大利，罗马当地一家医院的群体感
染事件已导致109人确诊。
对于疫情出现反弹的情况，世界卫生组
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12日也表示，当
前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第一波疫情中，但
因疾病传播程度并未减少到足够低的程度并
得以保持，一些国家出现的病例增加可以象
征第二波疫情或第二个高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扈大威表
示，现在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疫情反弹之
前是有一个潜伏期的，但扩散的范围和反弹
的程度很难提前掌握，反弹之后再去追溯追
踪，如果检测能力有限、控制力度不够，很大
程度上是比较危险的。
扈大威坦言，其实，各国放开可能也做好
了这种心理准备。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压
力比较大，发达经济体第三产占比较高，经济
停下来之后财政上比较困难，短时间内政府
还可以通过发钱来救助中小企业，但长时间
可能就会对财政造成比较大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起聚集性感染的现
状之下，德国也谨慎起来了，德国联邦与各
州政府17日举行会议商定，将继续执行保持
1.5米社交距离、特定公共场合戴口罩、限制
人员接触、加强卫生措施等政策，以应对疫
情。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表示，“只要相关疫
苗和药物没有出现，我们就必须与病毒共
存，并互相保护”。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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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谷矿区解禁 铁矿石会告别“疯狂”吗

暂停生产12天后，全球最大的铁矿石
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的伊塔比拉矿区成
功重启。当地时间6月17日，淡水河谷在其
官网发布声明称，米纳斯吉拉斯州劳动监
察分局于当天全面解除了对伊塔比拉综
合矿区的禁令。随着淡水河谷的解禁，市
场上关于铁矿石供应端的紧张情绪也缓
解了不少，受此消息影响，铁矿石期货价
格闻讯下跌。但在整体的供需关系、经济
前景等大背景下，“疯狂的石头”却很可能
会卷土重来。
伊塔比拉综合矿区恢复生产对淡水
河谷来说至关重要。据了解，该综合矿区
包含Conceio、Cauê 和Periquito三个矿
区，大约占据淡水河谷铁矿石年产量的
10%。6月5日，因188名工人被筛查出新冠
肺炎检测呈阳性之后，伊塔比拉矿区被巴
西第三地区法院强制命令暂停作业。路透
社曾提到，此举或影响淡水河谷全年至少
10%的产量，甚至可能会在全球铁矿石市
场引起不安。
在这之前，因为铁矿石需求恢复，国内
期货市场便已呈现震荡走势，自5月以来铁
矿石期货价格一路上升，淡水河谷矿区停
产的消息更是让外界担心，供应端会出现
大幅缩水，因此直接导致市场上出现了“疯
狂的石头”。6月15日，大商所还发布通知，
对铁矿石期货合约实施交易限额制度。
但现在，供应端的情况似乎出现了一
些好转。淡水河谷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此次暂停作业对伊塔比拉综合矿区产

量的影响不足100万吨，而2020年的铁矿
石指导产量仍为3.1亿-3.3亿吨。此外，预
计今年对中国的供应量将至少与2019年
持平，甚至有可能更多。
在此背景之下，铁矿石价格出现回落。
截至北京时间18日国内期货市场收盘，大
商所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下跌1.03%
至765元/ 吨。当天早间，新加坡铁矿石期货
价格也跌破100美元/ 吨。
疯狂的石头会就此告别疯狂吗？答案
或许并不是肯定的。一来，供应端仍旧存在
潜在风险。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
究院院长王红英表示，由于现在美欧疫情
持续暴发，整个铁矿石供应链的运转体系
当中还有非常多的实际问题，比如港口运
输效率、矿产开发进度等都会受到影响而
使进度上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因此淡水河
谷保持供给量不变的说法可能并不成立，
整体的供给方面还会存在一定缺口，在此
背景之下，铁矿石保持坚挺的格局还是一
个大概率事件。
疫情还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在经济还
是安全方面，巴西还是选择了前者，巴西总
统博尔索纳罗也一直批评封锁措施会损害
巴西的经济和就业，因此，本月开始，包括
圣保罗州、里约热内卢州在内的巴西多个
州开始陆续放松隔离措施，逐步恢复商业
活动。
但紧接着疫情就出现了失控的架势。
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17日晚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该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32188例，累计确诊955377例；新增死
亡病例1269例，累计死亡病例46510例。
目前巴西累计确诊病例数仅次于美国，居
全球第二。
疫情带来的潜在风险依然存在。今年4
月，淡水河谷发布一季度报告的时候，已对
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运营带来的不确定性
和潜在影响作出了反应，将淡水河谷2020
年各项业务的指导产量作出了修正，其中
铁矿石粉矿由原来的3.4亿-3.55亿吨下调
到了目前的3.1亿-3.3亿吨，铁矿石团矿则
由4400万吨下调到了3500万-4000万吨。
不过，淡水河谷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采矿业是巴西的关键行业，相对来说
比较受重视，因此可能不会受到太多实质
性的影响。
而在全球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铁矿石
的价格或许也不会就此“罢休”。王红英认
为，最近铁矿石的价格变化还是一种技术
性调整，并未出现V形反转或者放量出货
的情况。而中国新基建对于大众原材料的
需求呈现增加趋势，再加上财政政策的积
极进取，未来大宗商品都会出现一个阶段
性的拉升。从全球预期来看，疫情将在三
季度末或者四季度出现拐点，全球经济在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背景
下可能出现可预期的上涨，诸多因素影响
下铁矿石价格也会进一步出现上涨空间，
未来可能会突破800元/ 吨的水平，甚至不
排除更高的价格。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联合国人权机构就弗洛伊德事件进行讨论

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瑞士日内瓦就弗洛伊德之死所暴露问题举行紧急会议。 新华社/图

应联合国非洲集团要求，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17日举行紧急会议，就美国非洲裔男子
乔治·弗洛伊德遭遇警方暴力后死亡所暴露
的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等问题进行讨论。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
在紧急会议上表示，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只能建立在每个人的人权和尊严得到充分
保障的基础上。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美国非
洲裔群体所遭受的不公和歧视仍在继续，希
望此次紧急会议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
全球范围遏制种族主义的浪潮。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紧
急会议上说，自上个月弗洛伊德在美国明尼
阿波利斯遭遇警察暴力并死亡以来，波涛汹
涌的抗议浪潮已经席卷全球很多地方。这一
事件已成为某种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象征，成

为执法机构对有色人种和其他少数族裔过度
使用暴力的象征。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
动，促使好几代人坚持奋斗却收效甚微的反种
族歧视斗争在相关国家取得根本性胜利。
5月25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在
拘捕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时用膝盖持续压
迫其颈部，弗洛伊德随后死亡。这一事件在
全美和其他国家引发抗议浪潮，4名涉案警
据新华社
察已被起诉。
公告
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60007791K）为加强公司人事管理工作，即日
起本公司人力资源专用章作废， 凡涉及人事相关工作需
用印的，均严格按照公司公章用印流程申请使用，以加盖
公章为准，特此公告。
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