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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二十国集团将于
26日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特别峰会，推动全球协调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影响。
国际社会期待峰会推动二十国集团加
强团结协作，携手发出一致声音，引领
国际社会抗击疫情，为全球公共卫生安
全做出贡献。

计划参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要求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做出前所未有的反应，在世界卫生组织
指导下制定疫情应对机制，协调行动，阻

断疫情发展，促进科学合作，寻找疫苗和
诊疗方法，统筹医疗和防护物资供应。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
所长彼得·德赖斯代尔指出，应对疫情的
国际合作需要二十国集团的推动，本次
特别峰会的首要任务是各国就采取协调
一致的行动达成共识，以确保世界各地
都能获得应对疫情必要的医疗用品。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学者苏拉布·古
普塔认为，经济形势受疫情冲击严重，
需要二十国集团推出一系列协调一致
的刺激措施，保持供应链开放，避免竞
争性汇率贬值，并提供更多资金以支撑

全球金融安全网。“更好的协调是为了
确保各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不相互冲
突。大家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齐心协力，
这样各国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的反应
就不会变得支离破碎。”

新西兰卫生部专家组防疫专家戴
维·默多克表示，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中国遏制新冠病
毒的措施使得疫情得到超出我们预期的
控制。现在许多国家正将这些应对经验
付诸实践。显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
巨大的，中国已经开始着力于恢复生产，
目前实施的复工防疫措施强调对所有病

例进行严格跟进，防止疫情反弹。
计划参会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加速
发展，解决关键防护设备不足问题，需
要全球层面政治承诺和政治协调。他
将发表演讲，呼吁二十国集团共同努力
增加产量，避免实施出口禁令，确保公
平分配。二十国集团的政治承诺意味
着强有力的团结，这有助于我们以最有
力的方式向前推进和抗击这一流行
病。（参与记者：尚绪谦、陈俊侠、刘曲、
涂一帆、许缘、白旭、岳东兴、杨士龙、李
奥、高兰、李惠子）

期强有力团结声音 盼更广泛国际合作
——国际社会对G20领导人特别峰会充满期待

据新华社武汉3月25日电（记者
李伟）根据统一安排，支援湖北医疗队
已通过各种交通方式陆续分批有序撤
回。截至 24 日 24 时，已有 194 支医疗
队、21046名医务人员从湖北撤回，其
中，已有 141 支医疗队、14649 人从武
汉 撤 回 ，目 前 仍 有 139 支 医 疗 队 、
16558人坚守在武汉救治一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
监察专员焦雅辉 25 日在记者见面会
上介绍，在有关部门通力合作保障下，
各援助湖北医疗队平稳有序顺利回
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白衣战士，踏胜返乡。如何有序、
安全、顺利保障白衣天使们撤离？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局
长刘明介绍，在确保疫情防治到位的
情况下，为医疗队服务的 2 万名志愿
者提供防护物资，返乡途中过路费等
全免。部分医疗队离鄂离汉选择乘坐
高铁，国铁集团公司客运部按乘坐率
50%安排医疗队员免费乘车。

此外，为了让医护人员轻松返程，
顺丰、京东、邮政三家快递公司，免费为
医疗队提供服务。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
司总经理潘韦介绍，湖北全省顺丰各营
业网点自3月14日起，正式在全省范围
内启动支援湖北医疗队返程行李免费
寄递服务，截至23日，顺丰为来自全国
29个省份的医疗队提供免费返程行李
寄递服务，共完成行李寄递78000件，
重量929.4吨，共减免运费668.6万元。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一级巡视员
刘忠介绍，国家医疗救治专家组以及
高水平的重症救治团队将继续坚守在
重症定点收治医院，直到患者的救治
任务特别是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任务
全部完成。

2万余名医务人员从湖北顺利撤回
仍有139支医疗队、16558人坚守在武汉救治一线

3月25日
拍摄的武汉长
江大桥上的车
辆。随着疫情
防控形势好
转，武汉正逐
渐恢复“生活
气息”。从 25
日起，武汉恢
复运营117条
公交线路；从
28日起，恢复
运营6条轨道
交通线路。

新华社发

武汉恢复运营100余条公交线路

新华社武汉3月25日电（记者梁
建强、黎昌政）25日下午，湖北省公安
厅交通管理局局长姚俊在湖北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透露，即日起至3月27日，离鄂省际公
路将全部开通。

按照部署，相关防疫站点要做到
应撤尽撤。25日 0时起，湖北省内的
公路检疫站点开始撤除；至27日，离鄂

公路检疫站点要撤除完毕。站点撤除
的同时，相关部门将清除路障，不留
死角。

公路要做到应通尽通。25日0时
至27日0时，湖北省内的高速公路、普
通公路要有序开通，至27日，离鄂省际
公路要全部开通。考虑到各个地方的
实际情况，开通的具体时间将在不晚
于27日的前提下，据实进行安排。

交通出行方面，包括乘坐公共交
通、点对点包车、自驾出行等，一律要
凭绿码或者健康证明。

姚俊介绍，4月 8日前，武汉市将
继续实施严格的离汉、离鄂管控措施，
对保留的通道站点将优化查验流程，
提高通行效率；对于进京和境外入省
的情形，有专门的规定，要按相关的规
定执行。

离鄂省际公路不晚于明日全部开通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白
阳）我国将不断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到
2035 年要基本建成法治乡村。这是记
者 25 日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
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
获悉的。

意见明确，法治乡村建设的主要目
标是，到 2022 年，努力实现涉农法律制
度更加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更

加完善，基层执法质量明显提高，干部
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明显
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
到 2035 年，乡村法治可信赖、权利有保
障、义务必履行、道德得遵守，乡风文明
达到新高度，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开创新
局面，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
现现代化，法治乡村基本建成。

根据意见，法治乡村建设要着力完

善涉农领域立法，规范涉农行政执法，
强化乡村司法保障，加强乡村法治宣传
教育，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健全乡
村矛盾纠纷化解和平安建设机制，推进
乡村依法治理，加快“数字法治·智慧司
法”建设，深化法治乡村示范建设。

在涉农法律法规方面，重点就维
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运行、农业支持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化解农村社

会矛盾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发
挥 法 律 的 引 领 、规 范 、保 障 和 推 动
作用。

对于涉农行政执法问题，要推动执
法力量向基层倾斜，积极推进基层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加强执法工作监督，严
格实施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
管理制度，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村级协
管员队伍等。

乡村法治可信赖、权利有保障、义务必履行、道德得遵守

我国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法治乡村

□新华社记者 熊 丰

抗疫如战，岗位所在就是战场。
他们是“逆行者”——直面危险、挺身而出。
他们是“排头兵”——警灯闪亮、警徽庄严。
作为疫情防控中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人

民警察日夜奋战，用行动诠释“人民公安为人
民”的铮铮誓言。

不辱使命，战斗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队员们，请穿好防护服，让我们平安进舱、
安全回家！”2月 13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
刑侦大队教导员许奎带领10名突击队员，列队
进入新开放的武汉全民健身中心方舱医院。

“我把要组建突击队、需要 11 人的消息发
到微信群时，立刻就有20多人报名。”许奎说。

“穿防护装备有十几个程序，仅穿防护服前
就有 7 个程序。”许奎说，每个班次需要在方舱
医院内执勤 6 个小时，这期间不能吃、不能喝，
更不能上厕所。

“我们民警分成了5个组，分别负责勤务安
排、后勤保障、防护消杀等工作。”工作间隙，许
奎还组织执勤队员向医护人员请教脱防护装备
的流程和注意事项。“作为一名民警，越是危险
的地方，我越要冲锋在前，不能辜负组织对我的
信任。”许奎说。

不负重托，日夜守护践行为民宗旨

1 月 30 日下午，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
大智街派出所民警邵玉春来到泰宁社区某居民
楼，准备将该社区的疑似病患送医隔离。

“快来帮帮忙啊！”突然，听到单元楼里传来
带着哭腔的呼喊声，邵玉春和所长刘远杰立即
跑进楼道。

68岁的周大爷瘫坐在楼梯上不能动弹，还
正在发烧。邵玉春蹲下身子，在刘远杰和其他
人的帮助下将老人背起，固定好后缓缓下楼。

一级、两级、三级……邵玉春小心翼翼地将
老人背到楼下的转运警车里，火速送往医院。

人民的需要，就是人民公安的使命。在严峻的疫情面前，广大
民警、辅警迎疫向前，无私无畏投入战“疫”当中。

在主战场湖北，广大人民警察活跃在4500个社区、2.5万个行政
村，与抗击疫情各部门工作人员一道筑牢抵御疫情的“防火墙”。接
患者就医，送患者回家，帮患者买药取药……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第
一线，广大公安民警拼搏奉献，彰显人民公安的为民本色。

不忘初心，奉献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截至3月23日，在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第一线，
77名公安民警和辅警因公牺牲。

1月 21日，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中队指导员李弦奋
战在抗击疫情战线上。此时，他头疼已 3 天，每天工作 10 余个小
时，累了困了就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

9时30分，中队内勤民警梁潇来到李弦办公室，让李弦确定春
节假期执勤时间，李弦选定除夕晚上11时到初一1时的执勤时间
段。“他每年都是这样，总是把除夕和家人团聚的机会留给别人。”
梁潇说。

12时，太过劳累的李弦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连续加班 3天的
他，因为过度劳累突发脑出血，经抢救无效牺牲，年仅37岁。

伤恸无尽，为民无悔。
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警魂。战“疫”还在继续，人民警察奋

战不息！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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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 3月 25 日
电（记者陈弘毅、章博宁）由 14
名中国专家组成的中国第三批
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于 3
月 25 日上午乘坐包机从福建
省福州市出发。预计经过十余
个小时飞行后，专家组将到达
意大利米兰，随即将奔赴意大
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为
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再添中国
力量。

参与本次医疗援助的专家
分别来自福建省立医院、福建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福州肺
科医院以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
等单位，专业领域涵盖心血管
内科、呼吸内科、感染性疾病、
流行病学、院感、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传染性疾病控制、中医、

护理等。福建省立医院郭延松
主任医师担任专家组组长。

专家组还随行携带了一批
当地急需的医疗救治物资，包
括呼吸机 30 台、监护仪 20 套、
防护服 3000 套、N95 口罩 2 万
个、医用口罩30万个、隔离面罩
3000个、中成药等。

据了解，中国第三批赴意
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的主要任
务是与当地医院和专家开展经
验交流、介绍中国抗疫经验，结
合意方实际情况，提供防控和
诊疗建议；对在意中资机构、华
人华侨、留学生进行疫情防控
科普教育、防控宣传和提供必
要的防护物品、中医中药，并视
当地法律法规和具体情况，开
展医疗卫生指导和帮助。

据新华社特稿（沈敏）韩国
政府 3 月 25 日说，打算最迟从
27 日开始，对所有从美国抵韩
的旅客实施病毒检测、隔离 14
天等防控措施，防止境外输入
病例增多导致新冠肺炎疫情

“回流”。
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当天

在一场讨论疫情应对方案的政
府会议上说，“考虑到生活在北
美的韩国公民、包括留学生们，
因为当地确诊病例增多而感到
焦虑、打算回国，我们没有太多
时间（拖延）”，迫切需要对从美
抵韩的旅客采取更加严格的边
境管控措施，“不应晚于周五

（27日）午夜开始”。
按照新规，14 天隔离要求

适用于韩国籍和持有韩国长期
居留权的外籍人士。持有短期
旅行签证从美抵韩的外籍人员
则需在机场接受新冠病毒检
测，确认结果为阴性才能获准
入境，之后每天需要接听卫生
部门人员电话，报告自身健康
状况。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表示，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向
韩方发出支援美国抗疫的“紧
急请求”后，将在有余力情况下
向美国运送医疗设备等抗疫
物资。

我向意大利派出第三批
14名抗疫医疗专家组

严防美国输入病例

韩国答应“尽量支援”美方

□新华社记者 白 洁 成 欣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应对新冠
肺炎特别峰会将于 3月 26日举行，习近
平主席将出席峰会。此次峰会由今年
G20 主席国沙特阿拉伯主办，是 G20 历
史上首次以视频方式举行领导人峰会。

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于全球多点暴发的关键时刻，各国加
强合作、携手应对是当务之急。G20 就
新冠肺炎疫情专门举行峰会具有重要意
义，有助于凝聚抗击疫情的全球合力，加
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稳定世界经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
所长崔洪建认为，随着疫情在全球蔓
延，各国、各地区已无法独立解决这一
危机，亟须全球层面的协调合作。“召开

这样的峰会是疫情本身发展的必然需
求。从公共治理层面来说，G20 这一平
台能够体现出这样的全球协调能力。”

作为全球危机应对和经济治理重
要平台，G20 成员汇聚了主要发达经济
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人口占全球的三
分之二，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86%，
在应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发
挥过重要作用。

据介绍，除 G20 成员领导人外，西
班牙、约旦、新加坡和瑞士等国领导人
将受邀出席此次峰会。联合国、世界卫
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将出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陈凤英认为，当前疫情危及各国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重冲击世界经

济，G20“有责任也必须”及时召开这样
的会议。“这真的是危难时期的一次会
议，将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的
信心，向世界发出理性的声音。”

在崔洪建看来，G20 领导人特别峰
会的召开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病毒是人类的公敌，需要有关国家放弃
以狭隘的国际政治视角看问题的做法，
包括污名化、将疫情政治化等，真正从
全人类面临危机的层面去应对。

专家认为，面对疫情蔓延和经济下
行压力的双重挑战，各国应在二十国集
团框架内推进合作，推动完善全球卫生
治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确保全
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和顺畅运行。

崔洪建表示，国际社会应尽力减少
疫情给经济和民生领域带来的次生灾

害，及时增强经济的韧性，期待此次G20
会议能够在平衡疫情应对和经济社会
发展上提出相应举措。

病毒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在应对这
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

专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
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
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
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
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中方期待此次特别峰会就加强团
结、携手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凝聚共
识、采取行动传递积极信号。”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疫情于全球多点暴发的关键时刻举行G20领导人特别峰会意义重大

凝聚抗疫全球合力 稳定世界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