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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2 日上午 10 时袁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袁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介绍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有
关情况袁并回答记者提问遥

李斌介绍说袁近日袁病例数量
变化较大袁与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不
断加深尧完善了诊断方法袁优化并
向全国下发了诊断试剂有一定的
关系遥 专家研判认为袁病例主要与
武汉相关袁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
务人员感染袁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
传播遥 疫情传播途径以呼吸道传播
为主袁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袁疫情
存在着进一步扩散的风险遥 当前袁
正值春运袁人员流动性激增袁客观
上加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和防控
的难度袁绝不能掉以轻心袁要高度
警惕遥

下一步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将会同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各成员单
位袁坚决贯彻党中央尧国务院决策部
署袁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袁 指导各地按照属地
化管理原则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袁确
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
春佳节遥

一是严防死守袁 把疫情控制在
武汉遥 督促湖北省和武汉市依法采
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袁 加强农贸市

场监管和野生动物管控袁内防扩散尧
外防输出袁劝导公众宜散不宜聚袁最
大程度减少公众聚集性活动袁 避免
聚集性疫情发生遥 采取最严格的发
热人员排查措施袁 对发热人员实行
医学观察袁 防止疫情进一步向外扩
散遥

二是紧盯全国面上工作袁 坚决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遥 织密织牢不明
原因肺炎监测尧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
两张网袁做好病例救治各项准备袁及
时发现并有效处置疫情遥 加大环境
卫生整治力度袁 结合春节期间人员
流动性加大的特点袁 因地制宜落实
车站尧 机场尧 码头等重要场所和汽
车尧火车尧飞机等密闭交通工具的通
风尧消毒尧测体温等措施遥

三是全力救治患者遥 调配最强
的中西医疗资源和专家资源袁 中西
医结合袁最大限度减少死亡病例遥加
强患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袁 确保患
者得到及时救治遥 关心爱护医护人
员袁做好后勤保障袁合理安排休息袁
尤其是指导做好个人防护袁 防止医
务人员在救治病人过程中受到感
染遥

四是做好信息发布和国际合
作遥及时尧公开尧透明发布疫情信息袁
客观报道疫情进展和政府采取的防
控措施袁实事求是袁科学宣传疫情防

护知识遥 继续主动加强与世界卫生
组织尧 有关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疫
情信息沟通袁及时分享疫情监测尧调
查尧防治信息和风险评估意见袁共同
研讨完善疫情防控措施遥

五是加大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力
度遥 充分发挥专家力量袁尽快查明
传染来源尧传播途径袁有针对性地
做好抗病毒药物的研发和筛选遥密
切跟踪监测病毒毒力尧传播力的变
化袁 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遥

六是部署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加
强值班值守遥 安排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调派熟悉工
作的人员袁 做好春节期间的值班工
作袁 各级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留足
在岗人员遥

李斌表示袁 疫情的发生牵动着
每个人的心袁 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
防控工作袁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遥
相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袁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制度优势袁有 2003 年非典以来建
立的比较完备的突发尧 新发传染病
预防控制体系袁 有应对甲型 H1N1
流感尧禽流感尧埃博拉出血热等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积累的实践经验袁有
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袁 有信心取得
疫情防控的胜利遥

绎马来西亚能源尧科技尧气候变
化与环境部 20 日表示, 马来西亚已
经退回 150 个装有塑料垃圾的集装
箱,主要退回给美国尧英国等发达国
家,正着手退回另外 110 个集装箱的
野洋垃圾冶遥马来西亚能源尧科技尧气候
变化与环境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已经运离马来西亚的 150 个集装箱
估计装有 3737 吨垃圾, 主要来自美
国尧英国尧日本尧加拿大尧法国等发达
国家遥

绎非营利性组织乐施会 20 日发
布报告显示 ,2019 年全球最富有的
2153 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超过位于
财富金字塔下层的 46 亿人财富总
和,后者占全球人口六成遥 据路透社
报道,乐施会选择在世界经济论坛年
会开幕之前发布这份年度报告,旨在
引起全球关注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
不均问题遥 报告说,如果 1%的世界最
富者连续十年多缴税 0.5%,则能满足
在老人和儿童看护尧教育和健康领域
创造 1.17 亿个新职位的投资所需遥

绎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20 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 香港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升至
3.3%,消费和旅游相关行业的失业率
更是处于 3 年以来的高位遥香港的失
业率在 2019 年 2 月至 4 月一度降至
2.8%,创逾 20 年新低,但最近几个月
持续攀升遥 10 月至 12 月失业率上升
主要出现在楼房装饰尧 修葺及保养
业;就业不足率下跌主要出现在制造
业,上升则主要出现在餐饮服务业遥

绎据伊朗官方通讯社 20 日报
道,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当天表示,如
果欧洲国家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
国安理会讨论,伊朗将退出核不扩散
条约遥 扎里夫表示,如果欧洲方面继
续其野不当行为冶,或者将伊核问题有
关文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朗
将退出核不扩散条约遥 他说,若欧洲
方面能够履行伊核协议相关义务,并
在该协议框架下保障伊朗的经济利
益,伊朗将重新遵守该协议遥 扎里夫
还表示,英国尧法国尧德国启动伊核协
议争端解决机制,这野绝不合法冶遥

绎2019 年 7 月以来,高温天气和
干旱导致澳大利亚多地林火肆虐遥截
至目前 , 林火灾害已致 28 人死亡 ,
2600 多栋民居被毁, 过火面积超过
1000 万公顷遥 持续数月的森林大火
对当地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更是造
成了巨大影响遥悉尼大学生态学家克
里斯窑迪克曼教授估算,2019 年 9 月
以来, 林火已造成超过 10 亿只野生
动物丧生,其中包括哺乳动物尧爬行
动物尧鸟类等遥

绎民政部 20 日发布消息, 由于
中国中药协会在对鸿茅药业等企业
进行表彰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民政
部于近日对其作出警告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 20.729 万元的行政处罚遥 经
查,2019 年 3 月, 中国中药协会与中
鸿兴 (北京) 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鸿兴公司) 签订协议,合
作开展 叶中国中药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曳(以下简称叶报告曳)编撰项目遥协会
授权中鸿兴公司在中药领域内开展
叶报告曳组稿尧招商尧设计等工作遥 2019
年 10 月叶报告曳(送审稿)编制完成,入
编企业 29 家尧入编区域 19 个遥

青岛地铁 8 号线大洋站
至青岛北站过海段的两侧掘
进作业 20 日顺利接汇, 标志
着青岛地铁 8 号线 5.4 公里
的过海隧道顺利贯通,这也是
目前我国穿越海底距离最长
的地铁隧道遥

据介绍,青岛地铁 8 号线
全长 61.4 公里, 共设车站 18
座遥大洋站至青岛北站区间全
长 7.9 公里,其中海域段长 5.4
公里,是目前我国穿越海底距
离最长的过海地铁隧道遥据了
解,过海隧道最大埋深达海面
下 56 米,地质复杂多变,共穿
越 9 条断层破碎带, 总长约
1.5 公里遥 据了解,青岛地铁 8
号线起自胶州北站,终至五四
广场站, 串联青岛主城区尧红
岛经济区和胶州市,是连接胶
州北站尧胶东国际机场尧济青
高铁红岛站和青岛北站的重
要纽带工程, 设计时速达 120
公里遥

英国王室 18 日宣布哈里王子
卸下王室公职尧不再拥有野殿下冶称
号遥 哈里 19 日回应说,他没想到会
闹成这样,野伤心了冶遥

哈里 19 日在一场慈善活动上
说,王室宣布的处置方案,并非他与
妻子梅根的初衷遥野我们原本希望继
续为女王尧 英联邦以及与我有关的
军事机构效力, 只是不再领取公共
资金遥 令人悲伤的是,这行不通噎噎
事情弄到这步田地,我非常伤心遥 冶

王室 18 日声明说,哈里依旧是
王子和英国王位第六顺位继承人,

哈里夫妇保留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
夫人头衔,但他们不再拥有野殿下冶
称号,不再履行王室公务,不再领取
公共资金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声明
中说:野我们一起为我的孙子和他的
家庭找到一条建设性的尧 能帮助他
们的出路噎噎我支持他们追求更加
独立生活的愿望遥 冶

英国媒体评论, 王室声明措辞
看似暖心, 实则显示女王坚决果断
野划清界限冶的立场遥 如果用一家公
司作比喻,哈里夫妇相当于野被炒鱿

鱼冶了遥
哈里 19 日告诉在场者,他希望

亲口告诉人们真相,野我不是作为王
子或公爵说话,而是作为哈里,作为
你们过去 35 年看着长大的那个人
说话冶,野英国是我家, 是我热爱的地
方,这一点永不改变冶遥

哈里与美国演员梅根 2018 年
5 月成婚,育有一子阿奇遥 哈里夫妇
本月 8 日突然宣布从英国王室 野隐
退冶,将在英国和北美两地生活遥 他
们事先没有征询女王和其他王室成
员意见,突然宣布决定令王室震惊遥

春运如何防控疫情扩散？
卫健委部署六项措施

英王室划清界限 哈里王子“伤心了”

我国最长
地铁海底隧道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