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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袁中
美之间大量航班暂停遥 这两天袁记
者不断接到在美国要回国的同胞
及赴中国的友人咨询院航班持续取
消袁 手持机票又遇上禁令生效袁签
证停留时间到期却找不到回中国
的航班袁中转第三国手上没有他国
签证噎噎一个紧急事件的发生带
来巨大的连锁反应袁牵涉到每一个
人遥

一个好消息传来浴 2 月 11 日至
3 月 28 日袁美国纽约尧华盛顿尧旧金
山尧洛杉矶这四个横跨东西海岸的
主要城市机场袁不暂停航班浴

记者第一时间了解到袁中国国际
航空公司在 2 月 2 日提交申请后袁
3 日迅速得到美国交通运输部批
准遥 按照新的安排袁从 2 月 11 日起
至 3 月 28 日期间袁 中国国际航空

美国航班不停航遥 新的航班计划将
北京-洛杉矶-北京的 CA983/4 航
班计划袁调整为北京-洛杉矶-旧金
山-洛杉矶-北京袁 班期为每周二尧
四尧 五尧 日曰 原北京-纽约航线的
CA981/2 航班计划袁 调整为北京-
纽约肯尼迪-华盛顿-纽约肯尼
迪-北京袁班期为每周一尧三尧六袁这
航次仅仅比禁令之前每周减少一
个班次遥 新的航次将在 2 月 11 日
开始执行遥

在 2 月 10 日起暂停的北京-
纽约直达航班袁2 月 12 日起暂停的
北京要旧金山直达航班袁旧金山和
纽约两个城市以新的方式 野加载冶
在新航次中遥

据了解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
署旅行禁令之后袁中国国航选择采
取了不同于其他航空公司的方式

来应对遥 为了满足中美之间的通航
需求尧维持美国主要城市与中国之
间通航袁国航于 2 月 2 日向美国交
通运输部提出申请上述航班计划遥
按照这种安排袁国航将在美国本土
的城市之间执行航班袁实际上打破
了国际航空公司不能在外国领土
两点之间飞行的禁令遥 美国交通运
输部在 2 月 3 日立即批准了国航
的申请遥 国航旧金山营业部表示袁
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安排袁也是一种
友好的安排遥

那么袁美国本土人士是否可以
乘坐国航航班从旧金山飞洛杉矶
呢钥 国航相关负责人解释袁根据第
八航权的权限袁 国航旧金山-洛杉
矶袁 纽约-华盛顿两个航段本土人
士不能乘坐尧不能上下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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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袁日
本富士胶片集团 5 日宣布袁将向中
国湖北省武汉市的医院捐赠一批
物资袁价值约为 1.1 亿日元渊约合人
民币 698 万元冤袁 以支援中国在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方面的防控遥

绎德国友城杜伊斯堡向武汉
捐赠防疫物品遥 据了解袁此次杜伊
斯堡共捐赠 16 万只医用手套和
5.18 万只医用口罩袁杜伊斯堡也是
第一座向中国捐赠防疫物品的德
国城市遥 经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
事馆尧杜伊斯堡市以及国航三方协
调袁捐赠物资已送至国航袁并将由
国航免费运往武汉遥

绎当前袁中国正在打一场阻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攻
坚战遥 在武汉的埃塞俄比亚学生联
合会发出慰问信袁表示野亲爱的中
国家人院我们为你们祈祷浴 冶野武汉
加油! 中国加油浴 冶遥

绎美国政府消息人士披露袁总
统唐纳德窑特朗普正考虑退出世界
贸易组织一项价值 1.7 万亿美元政
府采购合同的全球协议袁可能将外
资排除在近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
采购市场之外遥

绎负责审理总统特朗普弹劾
案的美国国会参议院 5 日投票否
决了针对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袁
特朗普未被定罪袁这意味着他不会
被罢免遥 当天下午袁美国国会参议
院以 52 票反对尧48 票赞成的表决
结果认定指控特朗普滥用职权的
弹劾条款不成立袁以 53 票反对尧47
票赞成的表决结果认定指控特朗
普妨碍国会的弹劾条款不成立遥 两
项投票几乎都按照党派划线遥 特朗
普未被定罪袁不会被罢免袁弹劾案
审理由此结束遥

绎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长丹
尼斯窑曼图罗夫确认袁 俄罗斯已经
开始为印度制造 S-400 型防空导
弹系统遥 曼图罗夫说袁印度正在建
设一个 S-400 操控人员的培训中
心遥 印度与俄罗斯 2018 年签署合
同袁购买俄方 5 套 S-400袁总额超过
50 亿美元遥 俄方已经收到印方首笔
8 亿美元预付款遥

绎华为公司驻欧盟机构首席
代表刘康 4 日在布鲁塞尔表示袁华
为正在欧洲选址袁 准备建厂生产
5G 设备产品遥 自从在瑞典投资建
立研发中心以来袁华为在欧洲至今
已有 20 年历史遥 未来袁华为希望更
紧密融入欧洲袁已决定将在欧洲建
立生产基地袁以实现在欧洲制造投
入欧洲市场的 5G 设备产品遥 目前袁
华为正在为工厂选址袁已有若干候
选目标地点遥

立春之际袁春意渐浓遥 冷艳红梅比往年提前绽放袁迎接春天的到来遥
晓桦 摄

世界 卫 生 组 织 4 日 在 瑞 士
日内瓦举行新型冠状病毒技术
报告会遥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发言中再次强调袁不要采取限
制人员往来和贸易等不符合叶国
际卫生条例曳的限制措施 袁敦促
相关国家抓住疫情防控 野窗口
期冶袁 与世卫组织共享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病例相关信息袁团结战
胜疫情遥

谭德塞通报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的最新统计数字袁认为当
前感染病例中 99%发生在中国遥 国
际社会没有必要恐慌袁应该抓住疫
情防控野窗口期冶袁团结应对遥 为此袁
谭德塞向成员提出 3 点关键请求院
详细分享信息尧不要限制人员往来
和贸易尧 政府和私人机构合作应
对遥

谭德塞说袁 当前有 22 个国家
向世卫组织报告了限制措施袁这些
国家应缩短限制措施期限袁并且限
制措施必须与公共卫生所面临的
风险相匹配袁同时在疫情出现变化
时及时调整遥 谭德塞再次呼吁各国

不要采取不符合 叶国际卫生条例曳
的限制措施袁野这些限制措施可能
造成恐慌增加和污名化的影响袁对
公共卫生几乎没有好处冶遥

谭德塞说袁目前中国之外的确
诊病例中袁 世卫组织仅收到其中
38%的完整病例报告袁 其中有些高
收入国家在与世卫组织分享数据
方面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遥
野我想袁这不是他们能力欠缺冶遥 谭
德塞表示袁 如果缺乏详细数据支
持袁世卫组织将很难评估疫情变化
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袁难以确保提
供最合理的建议遥 他呼吁所有世卫
组织成员履行义务袁及时分享涉及
流行病学尧临床表现尧社区调查和
研究等与感染病例相关的详细信
息遥

在讲话中袁 谭德塞连说 3 次
野团结冶袁强调国际社会团结应对疫
情的重要性遥 据介绍袁世卫组织近
期向 24 个国家提供了口罩尧 医用
手套尧人工呼吸机和防护服袁向全
球 70 家实验室提供了 25 万份新
型冠状病毒试剂遥 世卫组织近期还

向全球旅游尧食品尧农业尧医卫等行
业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有针对性且
可靠的疫情信息遥

世卫组织官员同与会代表和
专家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和疫情
最新研究进展袁 表示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病例应该早发现尧 早隔
离尧 早治疗袁 追踪并隔离与感染
者密切接触人员 袁 减少感染人
数 遥 世卫组织将在下周召开会
议袁 讨论有关疫情暴发尧 病毒传
染源尧 疫苗开发和治疗等相关研
究的优先方向遥 世卫组织还表
示袁 加强公共沟通能力建设袁打
击谣言和不实信息传播袁 确保人
们接收到准确尧 可靠的信息袁更
好保护民众健康遥

会上袁非洲一些国家代表提出
公共卫生资源和检测能力不足的
问题袁世卫组织表示袁已经对非洲
国家的疾控人员提供了培训袁现在
情况有了很大改观袁未来世卫组织
将继续同世界银行等国际捐赠方
合作袁加大不发达国家应对疫情能
力建设遥 张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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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疫情防控“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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