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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月30日晚，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
新闻发布会，说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谭德塞强调，世
卫组织不赞成甚至反对对中国采取
旅行或贸易禁令。

世卫组织：
高度赞赏中国抗疫努力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当传染
病疫情满足相应条件时，总干事有
权认定疫情构成突发事件。自《国
际卫生条例》2007年生效以来，世
卫组织曾多次发布有关疫情为突发
事件。认定某种疫情构成“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旨在动员
更多国际资源应对疫情。

谭德塞在发布会上表示，习近
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
控。中方始终坚持公开透明原则，
及时发布信息，快速识别病毒并分
享基因序列，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控
制疫情传播，体现的不仅是对本国
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度负责，更是对
全球疾病防控的大力支持。他相信
中方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
中国为抗击疫情所作的努力值得尊
重和赞赏，值得学习致敬。事实上，
中国采取的很多防控措施远远超出
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要求，为各国

防疫工作设立了新标杆。
谭德塞说，目前疫情还在发展，需

要做更多研究，特别是卫生系统脆弱
的国家要加强疫情应对，这是发布疫
情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要原因。
这也是从全球卫生安全出发，实现以
证据为基础的科学理性冷静应对的必
要举措，有助于其他国家采取科学合
理适度的防疫措施。

外交部：
中方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31日
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回答记者提问。

华春莹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本
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
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很多举
措远超出《国际卫生条例》要求，中方
完全有信心和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

华春莹表示，同时，中方本着公开
透明和负责任态度向有关各方及时通
报疫情信息、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世
界卫生组织及许多国家对此予以充分
肯定和高度评价。

华春莹说，中国同世卫组织一直保
持着密切沟通和良好合作，世卫组织专
家赴武汉进行了实地考察，总干事谭德

塞于日前访华，同中方就疫情防控工作
充分交换了意见，对中方防控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对中国抗击疫情为世界作出
的巨大贡献表示高度赞赏。中方愿继
续同世卫组织及各国一道，共同维护全
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

国家卫健委：
有信心有能力战胜疫情

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建议对中国采
取旅行和贸易限制。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31日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已
经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我们有信
心、有能力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

此前，总干事召集了《国际卫生条
例》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由独立专家
参会）。我国专家在会上介绍了最新
的疫情形势和已采取的各项防控措
施，并积极参与了会议讨论。该委员
会向总干事提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建议和临时建议。

与会专家和谭德塞高度赞赏中方
疫情防控努力，强调这一宣布将进一
步动员国际资源，有助于世卫组织为
卫生体系薄弱、公共卫生能力不足的
国家提供必要的国际援助。同时，世

界卫生组织通过发布临时建议，可协
调各国行动，避免有的国家采取不必
要的过激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目前量化经济影响为时太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闻发
言人格里·赖斯1月30日表示，中国政
府非常重视应对此次疫情，作为大型经
济体，中国有资源和决心有效应对和控
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赖斯当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说，目前量化疫情的经济
影响还为时太早。经济影响很大程度
将取决于病毒传播蔓延的速度、受影
响人群等。

赖斯表示，IMF预计疫情造成的
许多经济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一旦疫
情消退就会逆转。他表示，随着道路
和机场再次开放，人们恢复上班，企业
将弥补此前损失的业务，而疫情对中
国经济的整体影响将取决于需要多长
时间才能到达逆转的拐点。

赖斯指出，如果疫情对中国的经
济影响较小，那么对全球其他地区经
济的影响将更小。但如果不确定性上
升令全球供应链受到系统性影响或全
球金融市场遭受严重影响，疫情对全
球经济的影响会更大。IMF随时准备
帮助各国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

（综合新华社电）

世卫组织宣布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强调

不赞成对华采取旅行或贸易禁令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1月
31日，中宣部在京召开专题视频会
议，研究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宣传引导工作。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
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加大权威信息发布力度，加强政
策措施宣传解读，持续振奋精神、凝
聚力量，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
供有力舆论支持。

黄坤明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和
人民群众利益，中央成立应对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各项
防控举措正有力有序开展。宣传战
线要继续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宣传党中央国务院的决
策部署和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的有
力行动，不断增强全国人民战胜疫情
的决心与信心。要深入报道各地防控
疫情的举措进展，报道各地支援湖北
的实际行动，生动讲述医护人员、科研
人员等的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营造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舆论氛围。

黄坤明强调，要继续加大信息发
布力度，增强发布权威性针对性，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和舆论关注，形成多层
次持续释放权威信息的格局。要做好
疫情防控知识普及，引导群众正确理
性看待疫情，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防
护能力。要加强文化和旅游经营活动
的管理，阻断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活
动、场所传播扩散。

黄坤明在专题视频会议上强调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31日表示，
考虑到近日湖北特别是武汉中国
公民在海外遇到的实际困难，中国
政府决定尽快派民航包机把他们

直接接回武汉。
又讯 1月 31日晚，中国政府派

出的首架民航包机自泰国曼谷出发，
搭载76名湖北同胞安全抵达武汉天
河机场。

中国政府派民航包机接回
滞留海外的湖北同胞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记者31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办
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对已宣布或承
诺今年2月2日开放婚姻登记的地
方，建议取消，并向社会公告。

通知要求，各地婚姻登记机关
要严格做好婚姻登记场所消毒和人
员体温检测工作，正常工作日提倡
预约服务，避免扎堆登记。疫情期
间原则上暂停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和
结婚颁证服务，不举办集体颁证仪
式，并积极引导群众不要举办人群
聚集的结婚宴席。

同时，各地殡葬服务机构也要根据
特殊时期疫情防控要求，劝导群众从简
从快办理丧事活动，避免人员聚集扎堆，
加强机构工作人员安全防护，严格落实
设施设备和工作场所消毒、通风等防控
措施，严格按操作规程处置疫情感染患
者遗体，消除引发疫情的各种隐患。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和
救助管理机构要强化协同配合，依法
依规及时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规范开展照料服务，加强救助管理
机构内食品药品安全管理，确保各项
防护措施落实到位。

民政部建议各地

取消2月2日开放婚姻登记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1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
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春节假期即将结束，
有序做好返程人员疫情防控极为重
要。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
部署，周密做好人员错峰返程和疫
情防控，坚决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一是分类指导实施错峰返程。

同意湖北省将春节假期适当延长，目前
人在湖北、工作在外地的人员同样延长
假期，暂不返回工作地，以利于疫情防
控。湖北省要做好市场供应和保障居
民基本生活等工作。新增确诊病例数
量增长快或隐患大地区，履行法定程序
后可采取推迟开工开业开课等必要措
施。疫情防控急需的医疗物资、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行业，要抓紧组织复工。高
等学校要执行延迟开学规定，分学校、
分地区错峰安排返校。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人员按规定及时返岗。

二是做好运输组织保障工作。保
障正常交通秩序，做好重点群体运
输。对具有一定数量规模的重点人
群，有条件的可组织集中运送直达目
的地。车站、机场、港口要配合地方对

旅客测量体温。做好交通场所和公共
交通工具卫生管理。

三是做好在途疫情防控。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要按规定做好防护。封闭
交通工具要尽可能预留必要区域供途
中留观使用。

四是强化重点地区人员流动防
控。对在湖北保障公共事业运行、疫
情防控、群众生活以及重要国计民生
相关企业等方面工作的外省人员，需
返回湖北的，由湖北省与交通部门衔
接安排专门通道组织返岗，并做好健
康防护。

五是各省级党委政府要做好组织
领导，发挥基层属地管理作用，保证运
输、防疫等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会议强调，做好保障供应工作是

防控疫情必要条件。对防护服等医疗
物资要加强全国统一组织生产、调度
和分配，优先保障武汉等重点地区需
求；对国家统一调度的，任何地方不得
截留。要公开透明、及时准确发布疫
情和防控信息，不得瞒报、漏报。

会议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要在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领
导下，指导各地各单位周密做好节后
错峰返程工作，同时协调督促地方做
好医疗物资、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保
供。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要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完善和落实防控措施，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

节后错峰返程加强疫情防控

昨
日
，武
汉
市
江
汉
区
西
北
湖
附
近
高
层
建
筑
外
墙
打
出
﹃
武
汉
加
油
﹄
等
字
样
。

新
华
社
发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副巡视员、《江
苏社会科学》杂志社原社长金晓瑜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0年1月31日11点49分在南京逝世，享
年63岁。

讣 告

▶上接1版 新任务来了——南通
火车站位于秦西社区，上级要求，紧
急支援火车站，设置发热旅客临时
安置点。

安置点要求有桌有椅、有空调、
有照明，万家团圆的时刻，到哪里找
这些？李德华与秦西社区党总支书
记秦晓军几经辗转，向附近企业借
到一个集装箱。草草扒了几口饭，
李德华冒着雨，连夜来到企业，将集
装箱收拾干净、杀菌消毒，又匆匆赶
到火车站，做好接线布置。忙完这
些，已临近晚上11点。大年初一一
早，李德华托朋友请来吊车，将集装
箱吊装到火车站指定位置，装好空
调和电灯，按时完成任务。

“老李说话声音不大，胸脯拍得
可响咧。”南通火车站附近一家饭店
的老板娘告诉记者，李德华向饭店
借桌椅，听说是临时安置点用，店里
犯了难，老李顿时急红了脸，拍着胸
脯说：“要是有确诊患者在临时安置
点隔离，借你的桌椅全算我买的，照
价赔！”

为防范疫情，李德华和自己的表
兄弟、家住秦西社区29组的陈建也急
红了脸。腊月二十九，陈建通知亲友，
打算在正月里为已经去世的父亲办斋
事。李德华立即上门，劝说陈建取消
计划，被一口回绝：“我父亲也是你舅
舅，他在世没享什么福，死了连斋事都
不能办？你当个社区干部，怎么总是
找自家人麻烦？”李德华说服自己父
母，带着老人再次上门劝说。“我知道
你也是为我好，但亲戚们都通知了，怎
么好说不办就不办？”这一次，陈建有
点松口。“你当着我的面给亲戚打电
话，说不通的，我来给他们解释。”李德
华趁热打铁。最终，陈建一个个拨通
亲戚电话，有几户“难说的”，都被李德
华做通了思想工作。

“秦西社区紧临火车站，企业多、
人流量大，外来人口有1000多人，返
程高峰就要到了，一刻也马虎不得。”
李德华说，网格虽小责任大，如果每一
个风险隐患都能在网格中控制化解，
疫情不就没法兴风作浪了吗？

本报记者 徐 超

退休不离岗，小网格里化险情

▶上接1版 接过站在门口的一位
医生递上的鲜花，朝他深深鞠了个
躬：“谢谢你们，你们的治疗方案很
好！谢谢大家……”

给他递上鲜花的那位医生，是
连云港市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防治临床专家组组长、连云
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家树。
李家树告诉记者，救治医生根据患
者的情况，给予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联合重组人干扰素a-2b抗病毒、
左氧氟沙星进行抗感染治疗，患者
恢复良好。医院分别于1月28日
和30日两次对其进行核酸检测，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均呈阴性，已符合
出院条件。

出院时，患者特意给连云港第
一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留下了一封感

谢信。信上说，自己平时晕血，当医护
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每次给他打针
或者抽血的时候，都特别注意特别小
心，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在隔离治疗期
间竟然没有晕血。“要特别感谢护士长
朱正云，及傅洁、贺庆、葛恒颖、刘丹凤
和赵堂。谢谢你们！”

精心治疗也需心理疏导

1月31日，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
分院（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传来
好消息：南京首批两位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记者了解到，这两位确诊患者一位
为42岁的男性，一位是50岁的女性，都
为湖北输入性病例，在1月中下旬经过
武汉后返宁，后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
转到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后确诊。

那么，这两位治愈出院的患者经
过了怎样的治疗过程？“接诊后，医护
人员采取了抗病毒治疗、抗生素治疗、
中医药治疗、支持治疗以及对症处理
等方式，结合随时观察、精心护理，患
者最终康复出院。”南京市第二医院院
长易永祥告诉记者，“除此以外，我们
还对患者进行了心理疏导，消除他们
的恐慌，增强他们的信心。”

经过医护人员精心诊治和护理，
两位患者病情好转，无发烧，无身体不
适。“经过反复、连续的核酸检测均为
阴性。专家组评估认为，这两位患者
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确诊病例中解除隔离和出院
的标准。”易永祥说。

本报记者 仲崇山 王 甜
叶 真 程长春 赵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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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接触者2644人，已解除医学
观察 137人，尚有 2507人正接受
医学观察。

专家提醒：请从湖北来江苏、去
过湖北以及途经湖北来江苏的所有
人员，主动、尽快到社区居（村）委会
进行登记，并进行连续14天居家医
学观察，期间要做好自我健康状况
监测，每天测两次体温。条件允许
时尽量单独居住或居住在通风良好
的单人房间，其他家庭成员与之同
处一房间时应戴口罩，及时清洁消
毒双手，不共用任何可能导致间接
接触感染的物品，餐具需清洗消毒
后才可再次使用。可使用含氯消毒
剂和过氧乙酸消毒剂进行居室消
毒。若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胸闷、
呼吸困难、乏力、腹泻等可疑症状
时，应立即停止居家隔离，戴上口罩
及时就医。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31日就美方在中
方抗击疫情时发表不友善言论答记
者问。

有记者问：当前，中国正在全
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美国一些官员却不时发表对
华不友善的言论。美商务部长称，
疫情有助于部分就业岗位流回美
国。还有美方官员影射中国在应
对疫情问题上与美国不合作。美
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将对中国的旅
行警告提高至同伊拉克、阿富汗一
样的最高级别。美国务卿甚至继
续恶毒攻击中国的国家制度。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当前，中国人民正在
全力抗击疫情。中国政府本着公开

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包括美国
在内的国际社会发布信息，分享数
据。患难见真情，许多国家都以不同
方式表达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和帮
助。相比之下，美方的言行既不符合
事实，更不合时宜。世界卫生组织呼
吁各国避免采取旅行限制，但话音未
落，美国就反其道而行之，带了一个很
不好的头，实在太不厚道。

她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
民族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
我们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
势，有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伟大的中
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一定能战
胜疫情，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
切艰难险阻，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华春莹就美方在我抗击疫情
时发表不友善言论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