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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3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宣布“国
家紧急状态”，以应对美国新冠肺炎疫情。

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发表讲话时正式宣布“国家紧急状
态”。他说，此举旨在让美国联邦政府全力投入到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努力中。这项举措将释放500亿美元资金，帮助各州和地方
政府应对疫情。

特朗普承认美国疫情“可能会变糟”，“未来8周时间非常关
键”。他说，美国将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提升新冠病毒检测能力，
但他不会为疫情早期美国病毒检测迟缓“承担任何责任”。

就日前宣布的对除英国外欧洲国家公民赴美的旅行限制措
施，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将疫情加重的英国纳入其中。

特朗普说，他已要求美国能源部购买大量原油以增加战略石
油储备，并表示联邦学生贷款利息已被免除直至另行通知。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在记者会上表示，
目前无法判断美国疫情的拐点何时出现。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3日下午，美
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29例、死亡41例。美国首都华盛顿
和46个州已出现确诊病例，其中华盛顿州、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
州疫情较为严重。

据新华社瓦莱塔3月13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欧洲国家记者报道：
13日，欧洲多国报告的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仍在大幅增加，世界卫生
组织称欧洲已成为新冠肺炎疫情

“震中”。面对持续严峻的疫情防
控形势，欧盟和欧洲各国努力寻策
应对。

世界卫生组织13日指出，目
前欧洲报告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
病例已超过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总和，成为新冠肺炎“大流
行”的“震中”。

在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当天
新增确诊病例2547例，累计确诊病
例17660例；新增死亡病例250例，
累计死亡病例1266例。西班牙当
天新增确诊病例1259例，累计确诊
病例4209例；法国新增确诊病例
785例，累计确诊病例3661例；德
国新增确诊病例671例，累计确诊
病例3062例。

瑞士、瑞典、丹麦、英国、奥地利
等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当天确诊病
例也快速攀升：瑞士累计确诊病例
已破千，瑞典升至814例，丹麦升至
801例，英国增至798例，奥地利增
至504例。而在希腊、斯洛文尼亚、
葡萄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国
家，确诊病例正以日均两位数的速
度增长。

面对疫情快速蔓延严峻态势，
欧洲多国政府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予
以应对：西班牙、保加利亚宣布进入

“紧急状态”，瑞士进入“特殊状态”，
波兰进入“流行病威胁状态”，葡萄
牙进入“戒备状态”……

对内，多国限制或禁止群体活

动，减少人群聚集风险。德国、瑞
士、匈牙利、奥地利、爱沙尼亚等国
下周起暂时关闭学校；瑞典取消春
季高考；波兰、希腊等国暂时关闭购
物中心、俱乐部、酒吧等公共场所；
捷克暂时关闭集市；法国暂时关闭
卢浮宫博物馆、凡尔赛宫、埃菲尔铁
塔等著名景点；希腊暂时关闭所有
博物馆及考古遗址，希腊奥委会取
消东京奥运会火炬在希腊境内传
递；英国取消多项体育赛事；塞浦路
斯暂停所有足球联赛比赛……

对外，多国实行边境控制，采取
严格的旅行限制措施。丹麦全部或
部分关闭航空、轮渡和铁路运输；瑞
士仅允许本国公民及持有在瑞士居
留或跨境劳动许可的外国公民入
境；奥地利暂停与西班牙、法国和瑞
士航班；波兰暂停所有跨境航空、铁
路和公路交通；捷克自16日起禁止
无居留许可外国公民入境；斯洛伐
克禁止无居留许可外国公民入境；
塞浦路斯自15日起在15天之内禁
止外国公民入境……

欧盟委员会希望各成员国采取
合适而非过激举措防控疫情。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日在布鲁塞
尔欧盟总部指出，虽然疫情防控需
要采取相关措施，但是正如世界卫
生组织告诫，“一刀切的旅行限制并
不是最有效的措施”。

面对疫情可能给欧洲经济带来
的重创，欧盟委员会13日出台协调
措施，提出一项将370亿欧元资金
用于抗击疫情的建议，并提出在预
算和国家援助方面给予成员国灵活
性，将帮助10万家中小企业获得约
80亿欧元融资等。

稳外贸稳外资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
中国还将推出哪些“硬举措”？

对除“两高一资”外所有未足额退税的出
口产品及时足额退税，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外
贸信贷投放，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短期出
口信用保险业务并降低费率……3月10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出台稳外贸政策
措施。

李兴乾表示，这些政策措施紧扣稳住外贸
基本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用足用好出口

退税政策；二是扩大出口信贷投放；三是用足用
好出口信用保险。力求解决当前形势下外贸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面临的成本上升、资
金链紧张等突出问题和诉求，有利于稳企业、稳
信心、稳预期。

加快压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持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加快修订《鼓励
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增加鼓励条目，提升开放
广度和深度；发挥好218个国家级经开区和
18个自贸试验区稳外贸稳外资的示范带动作

用……宗长青表示，围绕稳住外资基本盘，商务
部将从抓扩大开放，抓政策落实，抓开放平台，
抓投资促进，抓优化环境等5个方面加大工作
力度。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已会同相关
部门启动了全国和自贸试验区两个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的修订工作。“这次修订坚持两个负面清
单只减不增，在积极扩大开放中稳外资,坚持与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宗长青说。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为
破解医疗物资生产供应的设备
瓶颈，国资委迅速组织6家中央
企业，紧急开展口罩机、压条机
等设备的联合研制攻关，取得积
极进展。

据介绍，航空工业集团、中国
船舶集团、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电
子、国机集团和通用技术集团6
家央企接到任务后，集中优势技
术力量，全力以赴投入研制生产
工作，在短短十几天内就上马了

28个型号（其中平面口罩机11个，立
体口罩机6个，压条机项目11个）的
设备研制。

来自国资委的信息显示，到今年
2月底，6家企业压条机均已开始批
量供货，口罩机也拿出了样机，具备
了批量供货的条件。目前，这些企业
已初步具备日产压条机约35至 40
台、平面口罩机约25至30台、立体口
罩机约3至5台的产能。

据了解，相关央企仅在疫情防控
期间临时转产压条机和口罩机，疫情
结束后将逐步退出。

据新华社南京3月14日电
江苏省公安厅日前召开视频会
议，在全省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严
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这项行动将持续到
今年底。

江苏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突出“四
个行动重点”，即依法查处餐饮
场所、集贸市场等重点场所部
位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行为；依法查处利
用围网、投毒等手段非法猎捕、
杀害野生动物行为；依法查处
利用互联网、快递业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行为；依法查处利用野生动物驯养
繁殖基地等作掩护，从事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野生动物行为。

近年，江苏境内收购、贩卖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案件时有发生，犯罪
团伙化、专业化、网络化特征明显，
网上勾连交易，网下远程递送，形成
地下交易网络和产业链。对此，江
苏省公安厅明确提出，要集中侦破
一批大要案件，摧毁一批犯罪团伙、
网络和窝点，取缔一批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市场，着力整顿一批重点地
区和场所，向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
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以推动全面禁
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

据新华社福州3月13日电
国务院福建省泉州市欣佳酒店

“3·7”坍塌事故调查组13日说，
据初步调查，该项目未履行基本
建设程序，无规划和施工许可，
存在非法建设、违规改造等严重
问题。

事故调查组说，特别是房屋
业主发现房屋基础沉降和承重柱
变形等重大事故前兆，仍然心存
侥幸、继续违规冒险经营；地方相
关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打非治
违”流于形式，导致安全关卡层层
失效，最终酿成惨烈事故。

3月13日上午，国务院福建

省泉州市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调
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福建泉州召
开，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事
故调查组组长付建华主持。

会议指出，事故发生在全国上下
全力抗击疫情和复产复工的关键时
期，事发酒店还是地方政府指定的医
学隔离观察点，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3月7日晚，福建省泉州市鲤城
区欣佳酒店发生坍塌事故，当时造
成 71 人被困（不含自救逃生的 9
人）。到12日中午，现场搜救出受
困人员71人，死亡29人（其中27人
救出时已无生命体征，2人送医抢救
无效死亡）。

据新华社南京3月14日电
为推动服务业全面复苏，南京市
打出促进消费“组合拳”，除更大
力度放开城市服务业、鼓励机关
干部带头消费外，又统筹资金向
市民和困难群体发放消费券，通
过政府引导与商家促销相结合，
尽快形成现实购买力。

据介绍，消费券发放坚持合
法合规、公平合理的原则，总额度
3.18亿元，主要包括餐饮消费券、
体育消费券、图书消费券、乡村旅

游消费券、信息消费券、困难群众消
费券、工会会员消费券等7大类。

为体现差异化，消费券面值根据
不同类型按每份100元或50元设定，
其中，困难群众、工会会员、乡村旅游
等3类消费券按照系统内有关要求发
放。餐饮、体育、图书、信息等4类消
费券采用多批次网上摇号方式面向
全体市民公开发放。消费券采取电
子券形式发放，尽量方便操作、降低
成本，做到发放、领取、消费和兑现全
程可追溯。

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应对美国新冠肺炎疫情

欧洲沦为疫情“震中”
各国努力应对冲击

运送中国医疗物资的飞机13日晚降落在比利时列日机场。这
批医疗物资将用于援助欧洲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新华社照片

打造战“疫”防护利器

央企研制口罩机和压条机

江苏警方开展专项行动

严打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泉州“3·7”坍塌事故初步调查

酒店存在违规改造等严重问题

南京将发放超3亿元消费券
包含餐饮、图书等7大类

3月13日，工作人员郑心龙给口罩自动售卖机消毒。近日，位于北京
丰台区芳群园三区八号院小区门口的自动售卖机“改行”卖起了口罩，市
民只需扫码付款，就可以直接取货。 新华社照片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我国外部发展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我国外部发展环境不确定性上升——

稳外贸稳外资将推出系列稳外贸稳外资将推出系列““硬举措硬举措””

据新华社上海3月14日电
13 日开始上海公园陆续开放。
疫情防控期间，公园采取了限时、
限流措施。截至14日，上海全市
已经有195座城市公园、3座郊
野公园恢复开放。

以上海植物园为例，开放当
日入园游客量超过1000人次。

“游客以周边居民晨起锻炼为
主。早上7点不到，已经有佩戴
口罩的游客排队等待体温检测后

入园。”上海植物园工作人员介绍，游
客入园前需经过测体温、出示预约
码、出示“随申码”才能进入购票区和
检票区。目前上海植物园仅开放二
号门。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介绍，目前要
求公园游客以最大承载量，或者历年
同期游客接待量的50%进行限流。
此外，还要控制公园瞬时游客接待
量，对于市民游客赏花需求集中的公
园要加强疏导管理，防止人员聚集。

上海公园陆续恢复开放
采取限时、限流措施防止人员聚集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我国
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当前，如何进一步稳定外贸外资
基本盘，缓解外贸企业经营压力？

13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
对此做出解答。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生产企业复工晚于往
年，加上物流运输不畅，人员国际往来受阻，导
致订单履约率下降，进出口受到一定的影响。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1至2月，我国外贸进
出口总额4.12万亿人民币，下降9.6%。

当前，各地外贸企业复工复产进度正在加
快，履约能力也在快速回升。其中，浙江、江苏、
上海等外贸大省、大市、重点外贸企业已经全部
复工。不过，受疫情影响，外贸企业面临的收款
推迟、贷款到期等相关问题更加突出，资金压力
进一步加大，这样的难题如何解？

“我们认为，融资难比融资贵问题更突出、
更紧迫，需要更加注意统筹解决。在缓解外贸
企业资金压力方面，主要推出了三个方面的政
策措施。”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说。

一是扩大信贷投放，让企业拿到的更多。
推动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以
优惠利率资金支持包括外贸企业在内的各类企
业快速复工复产。推动进出口银行进一步加大
外贸领域的信贷投放；推动中信保公司开发新
产品、新模式，优化保单融资定损核赔机制等。

二是延期还本付息，让企业支出的更少。

落实好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对受疫
情影响严重、流动性遇到暂时性困难的中小微
外贸企业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贷款
本息可以延长至6月30日。进出口银行还将
免收湖北省和部分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中小
微企业2月份全月的贷款利息，总额约6亿元。

三是开辟绿色通道，让资金到位得更快。
推动金融机构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融资需求，能够尽快
启动快速评审通道，简化业务流程，帮助受困的
外贸企业尽快拿到资金。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至2月，我国实际使
用外资134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6%（折合
194.2亿美元，同比下降10.4%）。

虽然总量下降，但结构中不乏“亮点”。商
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表示，从结构上看，我国
1至2月吸收外资有三方面积极表现：

一是高技术产业保持增长。1至2月，高技
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415.2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2.2%。其中，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
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实
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6.7%、139.7%、
30.5%和449.8%。

二是重点开放平台表现突出。上海、广东
自贸试验区外资分别增长13%和12.8%，海南、
福建、浙江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增长
230.2%、149.5%和140%。

三是部分经济体对华投资稳定增长。“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东盟对华投资分别增长9.7%
和15.1%。

“总体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发展趋
势不会变，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强大磁吸力不会
变，我国在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
的综合竞争优势不会变，外国投资者长期在华投
资经营的预期和信心不会变。”宗长青说。

压力大潜力也大，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三大积极变化”，细看结构有亮点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还有哪些“硬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