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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 G20 特别峰会
这是 G20 历史上首次举行领导人视频峰会，重点讨论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5 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3 月 26 日在
北京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
此次峰会由今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主办，将以视频
方式举行。

G20 历史上首次举行领导人视频峰会

武汉市城区
疫情评估等级降为中风险

25 日，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接受人
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日
报社采访，
介绍峰会背景和中方期待。
马朝旭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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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成员、嘉宾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负责人
将与会。这将是 G20 历史上首次举行
领导人视频峰会，
也是自疫情暴发以来，
习近平主席出席的首场重大多边活动。

3 月 25 日，湖北省市县疫情
风险等级评估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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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4 日 24 时，全省低风险市县 75
个，中风险市县 1 个，无高风险

马朝旭说，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多点暴发蔓延，产生严重政治、经济、
社会影响。国际社会迫切希望加强合
作，抗击疫情。G20 是全球危机应对和
经济治理重要平台，汇聚了主要发达经
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在应对 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关键时刻，G20 就新冠肺炎疫情专
门举行峰会，
就应对疫情蔓延、稳定世界
经济进行沟通协调，
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期待：加强团结、合作与协调
马朝旭表示，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指
挥、亲自部署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显
著成效，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习主
席出席特别峰会，体现了中国同国际社
会携手抗击疫情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
国推动开展抗击疫情国际合作的大国
担当，体现了中国支持 G20 加强协调合
作、稳定世界经济的积极态度。我们对
此次特别峰会有以下期待：
一是加强团结。病毒没有国界，疫
情面前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唯
有齐心协力，方能战胜疫情、稳定经济、
恢复秩序。G20 成员要加强团结，释放
共同应对挑战的强有力信号，提振国际
社会的信心。
二是加强合作。面对全球疫情快
速蔓延，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中方在全
力做好国内防控的同时，及时向有困难

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与
各方分享经验，共同加强能力建设，提
供急需的医疗物资，为各国来华采购提
供便利。希望 G20 成员相互帮助，密切
配合，
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
三是加强协调。疫情对全球经济
产生严重冲击。在确保做好防控的前
提下，我国复工复产正在有序进行，为
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挥重要作
用。我们期待各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采取必要的财政、货币和结构性
政策，推动市场开放，确保全球供应链
的开放、稳定、安全和顺畅运行，为提振
市场信心发挥建设性作用。
总之，中方愿与 G20 其他成员共同
努力，推动这次特别峰会取得积极成
果。
据新华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三渠道可查惠企帮扶政策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3 月 25 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新一代
信息技术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中小企业发展有关情况。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可查询本人 14 天内行程
发布会上，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局长韩夏介绍，目前推出的通信大数据
行程卡服务中，移动用户可通过短信、
小程序、二维码、网页等查询本人前 14
天到过的所有地市信息，目前累计查询
量超过 4.5 亿次，已覆盖全国 15.8 亿移
动用户。韩夏说，3 月 6 日起，行程卡上

线了境外到访地的查询功能，可以对手
机用户前 14 天到访的境外国家或者地
区的信息进行查验。这样就能及时发
现瞒报、漏报、不实申报行程信息的问
题，对来自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的人
群进行筛查，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区分是
来自哪些国家。

这些渠道可查询国家和地方的惠企帮扶政策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
长秦志辉介绍，疫情期间，为了帮助中
小企业渡过难关，国家和地方都出台了
很多扶持政策。可以从三个渠道了解
这些政策：一是在中国政府网专门设立
了“应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政策库”，梳
理汇总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二是在
国务院政务服务平台上建立了“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专栏”，这个专栏

专门设置了“政策通、办事通、互动通”
三大板块，面向广大的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等办事群体，提供一站式的政策
查询和服务入口。三是在工信部的门
户网站上发布了《支持中小企业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政策指引》，把企业面临的
问题和已出台的政策进行归类匹配，从
而更多便于企业获取应用的相关政策。
据人民日报

市县。
与 3 月 22 日相比，武汉市城
区降为中风险。此外，即日起增
加武汉市 13 个城区风险等级评
估结果，风险划定标准按照现住
址进行统计，不再按照报告地区
进行统计，经评估：武汉市 13 个
城区中，低风险区有 5 个，中风
险区有 8 个。
据央视新闻

北京再次调整
境外输入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名单
3 月 25 日下午，北京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市政府副秘书长陈
蓓发布关于北京市再次调整境
外输入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名单。
陈蓓说，根据全球疫情的发
展态势，北京市对高风险国家和
地区的名单再次进行了调整。
具体调整：美国、西班牙、英国、
意大利、德国、法国、伊朗、荷兰、

瑞典、瑞士、挪威、丹麦、比利时、
奥地利、葡萄牙、捷克、希腊、以
色列、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日
本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
下一步，将根据全球疫情的
发展变化，动态调整高风险国家
和地区的名单，有针对性地落实
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据北京日报

■官方回应

滞留湖北的北京师生和教职工
何时能够返京？
目前还有很多北京的师生
和教职工滞留在湖北，他们何时
能够返京？
3 月 25 日下午，北京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市政府副秘书长陈
蓓说，目前，还有 2 万多名北京

的师生和教职员工滞留在湖
北。现在的考虑是，在校外有固
定居所的教职员工，可以通过申
报返回。其他的师生和教职员
工要根据北京市发布开学的通
知后，
再安排返回。
据北京日报

■国际疫情

世卫：
美有可能成全球疫情“震中”
当地时间 3 月 24 日，世卫组
织 发 言 人 玛 格 丽 特·哈 里 斯 表
示，过去 24 小时内 85%的新冠
肺炎新增病例来自欧洲及美国，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迅速增
加，有可能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
“震中”
。
据央视新闻

英王储查尔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英 国 王 室 25 日 发 布 声 明
说，英国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储
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
前症状较轻。
克拉伦斯宫发言人说，现年
71 岁的查尔斯目前表现出轻度
症状，
“ 近日都在家办公”；其夫
人卡米拉经过检测，没有感染。
两人现在位于苏格兰的家中自

我隔离。
声明说，查尔斯最近几周内
履行王室公职活动很多，因此不
能确定他从何处感染新冠病毒。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及
其丈夫菲利普亲王本月早些时
候已离开白金汉宫，避居温莎城
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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