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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中欧班列开行1941列
同比增长15%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货运部主任赵峻在
18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说，今年一季度，中欧班列共开行
1941列，发送货物17.4万标箱，同比分
别增长15%和18%。

“国内开行中欧班列的主要城市已经
全部恢复了班列去程运输。”赵峻介绍说，3
月份当月，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突破了800
列，其中去程班列的数量突破了500列，这
两项指标均创下了单月历史最高纪录。

疫情之下，中欧班列成为防疫物资
运输的重要物流通道。据赵峻介绍，截
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发运防疫物资
44.8万件、共计1440吨，主要到达意大
利、德国、西班牙、捷克、波兰、匈牙利、
荷兰、立陶宛等国家，并以这些国家为
节点，分拨到更多的欧洲国家，有力促
进了国际防疫合作。

为保障跨境寄递渠道畅通，国家邮
政局等部门支持相关企业开行了中欧
班列邮包专列。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

副司长侯延波在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截至目前，从重庆和义乌等地始发
的中欧班列“中国邮政号”共有3列。

他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会
同海关、铁路、交通等部门，在支持邮政
企业每周开行 1 至 2 列邮包专列、推进
进出口双向常态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中欧班列快件专列相关工作，加强国际
协作和信息支撑，提高跨境寄递服务效
率，更好地服务跨境电商发展和“一带
一路”建设。

国务院批准
海南省三沙市设立市辖区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民政部18日发布公告，国务
院于近日批准，海南省三沙市设立西沙区、南沙区。

三沙市西沙区管辖西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代管
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西沙区人民政府驻永兴岛。
三沙市南沙区管辖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南沙区人
民政府驻永暑礁。

湖北省市县疫情
等级评估均为低风险
新华社武汉4月18日电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18日发布更新市县疫情风险等级评估，截至17日24
时，全省76个市县均为低风险，无中、高风险市县。

依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 《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的风险划定标准，
经湖北省疾控中心组织专家评估，截至 4 月 17 日 24
时，武汉市13个城区全部为低风险，湖北省76个市县
均为低风险。

据悉，与4月16日相比，武汉市硚口区从中风险变为
低风险，武汉市城区由中风险变为低风险。

4月14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中欧班列（渝新欧）“中国邮政号”在卸货。 新华社发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人民日报评论员

形势决定任务，行动决定成效。
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形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
济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国内外疫
情防控和经济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
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
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同时，国
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我
国保持疫情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
繁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面对严
峻复杂的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我们
要坚持底线思维，坚定必胜信心，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倍加珍惜来之
不易的防控成绩，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

防控，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今年一季度极不寻常，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
的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顽强拼搏，疫
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加快恢复。尽管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下
滑，但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回升势头，降
幅明显收窄，同时基本民生保障有力，社会大
局保持稳定，我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复工
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应对疫
情催生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
展。这场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表明，我国拥有
雄厚物质技术基础和强大供给能力、适应能
力、修复能力，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风雨无阻向前进，我们更有信心和底气。

面对保持疫情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的
繁重任务，我们必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抓
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因时因势

完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并切实抓好
落实，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做好必要防护，不断
巩固疫情持续向好形势，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
保障。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要继续加强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各地要
精准抓好内防反弹工作，加固薄弱环节、补上
短板漏洞。加强和完善外防输入举措，要提高
针对性和有效性，继续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的
关心关爱，坚决守住守好口岸城市防线，加强
集中隔离人员安全服务保障。要深入推进疫情
防控国际合作，同世界卫生组织深化交流合
作，继续向有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
多种方式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
们必须切实增强紧迫感和战胜困难的信心，
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紧扣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
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
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
三大攻坚战，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
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
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地区各部门要变压
力为动力，敢于迎难而上，结合实际把党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

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
在攻坚克难中壮大，我们党具有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的政治优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这场大考中磨
砺统筹兼顾之谋、责任担当之勇，就一定能带领
广大人民群众共克时艰、共渡难关，战胜前进道
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载4月19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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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高山

“满满的‘健康包’是祖国浓浓的爱”，这是美国南加州大
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微信朋友圈的留言。美国西部多所大学
的中国留学生近日陆续领到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发放的防
疫物资，小小“健康包”一时间在他们的朋友圈迅速刷屏。

“风里雨里，祖国牵挂你”

进入3月后，新冠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目前美国已成
为全球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严峻疫情下，美国
各地高校纷纷关闭校园，改用网络授课等方式教学。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查普曼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陆瀛
在给总领馆的“家书”中写道：“3月中旬，洛城（洛杉矶）‘沦
陷’……猛增的数字，一抢而空的超市，口罩、洗手液等物
资一夜之间变得一件难求……”

危难之际，一批由中国外交部专为海外留学人员调配
的抗疫物资从北京运抵洛杉矶。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第一
时间将1.5万个“健康包”分发给领区内的中国留学生。每
个“健康包”内装有20只一次性医用口罩、2只KN95口
罩、1包消毒纸巾、2盒连花清瘟胶囊和1本防疫指南。

亚利桑那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朋友圈留言：“风
里雨里，祖国牵挂你。当很多人还在被建议戴口罩时，祖
国已经将口罩不远千里送到我们手中。”

“知不易，方知感恩”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领区横跨美国夏威夷、加利福
尼亚、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等多个州，领区内中国留学
生超过5万人，是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领区之一。

疫情不断蔓延，美国各地纷纷实施“居家令”等限制
措施，分发“健康包”并不是一件易事。各校中国学生学
者联谊会因地制宜，分区域和时段迅速将从领馆领取的

“健康包”分发到留学生手中。
南加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贾海航在朋友圈

向30多名参与发放“健康包”的学生志愿者表达感谢：“4天，
2120个‘健康包’，180箱物资，无数个表格、微信群和邮件，
良好的团队合作……我们想的永远都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南加州大学一名志愿者写道：“这不仅是抗疫物资，更
是心灵的一剂良方。一个下午的志愿者工作是我本月最大
的运动量了，回到家满脸的印痕……知不易，方知感恩。”

“坚持防护，让祖国放心”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教育领事曹乾说，“健康包”的
发放体现了祖国对广大留学生的关心与爱护，而留学生
们在疫情面前表现出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的精神，更让
人感受到这一代人对祖国的热爱。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刘柏
鸿说，许多人主动把领取“健康包”的机会让给更需要的
同学，或者是几个人分享一个，他们还分了一些“健康
包”给当地的中国小留学生以及多所航校的中国学员。

加州河滨城市学院一名学生志愿者在同父母分享
自己参与“健康包”分发工作的体验时说：“越在这个时
候，越需要我们站出来为同学们服务。”

王陆瀛在代表查普曼大学全体中国留学生写的“家
书”中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在远方儿更愁，我们这一
代有了更多的担当。”

她表示，留学生们要“坚持防护，让祖国放心”。“我
们也盼着洛城的‘春天’。潜心求学，安全返回，报效祖
国。” （据新华社洛杉矶4月17日电）

中国赛艇队“云招新”
统筹备战奥运会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17日至18日，中国赛艇
队进行“云招新”，成为首支通过线上直播方式进行运动
员选拔的国家队。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暴发，中国
赛艇队本应在欧洲征战世界杯、为东京奥运会做最后冲
刺。因为疫情导致东京奥运会推迟，中国赛艇队备战东京
奥运会虽然多了一年，但备战巴黎奥运会就少了一年，所
以中国赛艇队在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同时，也将为巴黎奥
运会选材提上日程。

17 日至 18 日，中国赛艇队集训营测试选拔赛举
行。鉴于疫情防控要求，此次选拔赛并未设置集中比赛
地，而是在全国 18 地同时开赛。比赛项目为测功仪，17
日是 30 分钟@20 桨专项耐力比赛，18 日为 2000 米最
大做功能力比赛，107 名运动员参赛，通过央视体育客
户端和企鹅体育客户端进行直播，两天共有 30 多万人
次观战。

在测功仪 30 分钟@20 桨专项耐力比赛中，湖北运
动员表现出色，孙露和石红美分别以总距离 9042 米和
7950 米获得男、女子组第一名。在女子测功仪 2000 米
最大做功能力比赛中，辽宁的王思璇以 6 分 48 秒 5 的
成绩获得第一，这个成绩也达到了国家队公开级队尾
水平。

“来自祖国浓浓的爱”
——在美留学生领取
“健康包”背后的故事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交通运输
部安全总监、水运局局长李天碧 18 日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说，有关部门正通过鼓励航空公司用客
运飞机直飞货运运输、增加中欧班列的
班次密度、开辟国际快船运输渠道、加
强运力调配等方式，提升我国国际货运
能力，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

李天碧表示，交通运输部已会同外
交部、工信部、商务部等12个部门成立
国际物流工作专班，全面协调解决国际

物流中存在的问题。
受疫情影响，我国部分国际邮件积

压，部分重要生产物资、医疗物资及消
费品国际运输困难。其中，国际邮件和
快件以往主要通过航空方式尤其是客
机腹舱来运输，随着国际航班大幅削
减，这部分运力一时得不到弥补。此外，
境外端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也为我国跨
境运输带来较大影响。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侯
延波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季度国际和港

澳台邮件快件累计完成 3.2 亿件，同比
增长9.5%。面对客机腹舱运输严重萎缩
的挑战，国家邮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多措
并举，持续保障国际寄递渠道的畅通。

这些举措包括指导企业用足用好
现有的国际航空货运、中欧班列、海运
快船以及周边国家陆路运输等运力资
源，支持拥有全货机的邮政和快递企业
通过开辟国际新航线、增加新货机等方
式来扩充运能，推动完善国际物流体系
建设和技术标准互认等。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
黑龙江公布首批193家
可提供核酸采样检测机构

新华社哈尔滨4月18日电 黑龙江省卫健委 18 日
晚公布该省第一批 193 家核酸采样及检测机构。有意愿
进行核酸检测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可前往相关医疗机构
采样检测。

为做好疫情防控，开展入院患者核酸检测，同时满足
社会化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需求，黑龙江省卫健委公布了
全省可进行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及检测的医疗机构，以及
第三方检测机构。

据了解，首批共涉及193家机构，有的可自主提供核
酸、抗体等检测，有的委托给第三方检测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