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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防控阻击战发展总体战

据新华社武汉 3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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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7日，作为首支撤离武汉
的医疗队，陕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队的 43名队员们，清晨 5点就已
收拾好行囊整装待发。他们乘坐来
时的车辆，原路返回陕西。志愿者、
驻地工作人员与他们一一拥抱告
别。上车后，不少医疗队员忍不住
流下了热泪。

当天，41 支国家医疗队 3675
人踏上返程。这批医务人员在湖北
武汉期间共支援当地 14所方舱医
院、7所定点医院。

焦雅辉介绍，自 3月 17日开
始，各援助湖北医疗队陆续撤离，
每天撤离人员在 1000 至 3000 多
人不等，主要是根据各医疗队完成
支援情况安排，也按照救治任务的
轻重缓急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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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车后，提供免费餐
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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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
巡视员许宝利介绍，过去 8天里，
公路方面出动运力 731车次、货运
110 车次、包机 132 架次，涉及 11
家航空公司，20家道路运输企业。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陈恺
民介绍，工信部门提前加强湖北主
要交通枢纽的通信保障，对网络预
检预修，保障了网络运行平稳。

警灯闪烁，警笛长鸣；铁骑开
道，全程护卫。感人的欢送迎接场
景，广大医务人员和无数网友记忆

尤深。据介绍，各地公安部门以最
高礼仪、最深敬意、最佳形象、最强
守护，向最美逆行者致敬，全力做
好道路交通疏导巡逻管控等工作，
提供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纪念车票、贴心礼物、免费食

物，乘务人员唱起不同的歌曲，表
达敬意，民航界隆重的‘过水门’仪
式等，各地各部门方方面面的用
心，令广大医务人员特别感动。”焦
雅辉说，许多群众自发送行感谢白
衣天使的场面，也让不少医疗队员
热泪盈眶。

焦雅辉介绍，伴随着病区集中
合并，还会有大量医务人员撤下来
陆续返回。“预计月底前，还会出现
各支援医疗队返回的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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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5日袁在武昌火车站综合体站始发的首趟 518路公交车上袁安全员给乘客测量体温遥
当日起袁武汉市部分公交车恢复开行遥 新华社发

武汉市部分公交车恢复开行

3月 25日袁务工人员有序乘车遥
当日袁由襄阳开往烟台的 G3228

次务工专列从襄阳东高铁站发车袁
野点对点冶 输送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

设有限公司 520名员工前往山东返
岗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遥

从 3月 25日零时起袁 湖北省除
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袁

有序恢复对外交通袁离鄂人员凭湖北
健康码野绿码冶安全有序流动遥

新华社发

湖北襄阳 520名务工人员乘高铁专列返岗

3月 25日袁中国第三批赴意大利抗
疫医疗专家组出征前合影遥
当日上午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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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坐包机从福建省福州市出发遥预计经过

十余个小时飞行后袁专家组将到达意大
利米兰袁随即将奔赴意大利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一线袁为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再添
中国力量遥

新华社发

中国向意大利派出
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5日电 记
者从 25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获
悉，北京市根据全球疫情发展态势，
为严防境外输入病例，调整境外输入
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名单至 25个。
名单具体包括英国、西班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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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蓓

表示，将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总体策略，继续严格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努力将境外输入病例风险降到
最低，努力维护首都安全。

据新华社纽约 3 月 24 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4日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 24 日 13时 30分（北京时间
25日 1时 30分），全球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超过 40万例，达到 407485
例。全球死亡病例达 18227例。

数据显示，除中国以外，确诊病

例过万的国家有意大利、美国、西班
牙、德国、伊朗和法国。疫情已波及
全球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
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数据。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超过 40万例

3月 24日袁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袁
一名戴口罩的男子给华尔街铜牛拍照遥

美国约翰斯窑霍普金斯大学 24日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袁截至美国东部时
间 24日 15时 渊北京时间 25日 3时冤袁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 50206例袁
死亡 606例遥 根据数据袁纽约州确诊病
例最多袁为 25665例曰新泽西州确诊病
例 2844 例曰 加利福尼亚州确诊病例
2267例遥 新华社发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超过 5万例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24 日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新冠肺炎大流
行正在加速发展”，导致他们决定
推迟东京奥运会，而推迟是为了挽
救生命。

在巴赫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进行电话会议之后，双方达成共
识，原定于今年 7月 24日至 8月 9
日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改期至 2020
年后，但不迟于 2021 年夏天的日
期举行。由此，东京奥运会成为现
代奥林匹克 124年历史上，首届延
期举行的奥运会。

在接受采访时，巴赫说，国际
奥委会执委会同意了他与安倍达
成的这一共识。
“这是为了挽救生命。”巴赫

说。
他还说，还没有与安倍晋三讨

论东京奥运会延期的成本。

目前，东京奥运会新的具体日
期还未确定，巴赫表示：“在（与安
倍）电话会议两个小时之后，我不
能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这就是为
何我们决定需要最少四周来评估
这些问题，而问题还不只是这些。”

接下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
会和东京奥组委将着手制订新的
举办日期。

疫情发生后，国际奥委会曾一
直坚称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洛桑
当地时间 22日，他们表示将在未
来四周做出最终决定，而延期是备
选方案。但来自各方的压力随之而
来，随着多国疫情恶化，奥运资格
赛因疫情而取消，一些运动员训练
备战无法保障。大家要求推迟奥运
会的声音越来越高。

巴赫说疫情近来在全球的扩
散，让他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只
能推迟奥运会。

巴赫：推迟东京奥运会
是为挽救生命

北京：境外输入高风险国家
和地区名单调整至 25个

据新华社伦敦 3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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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王储查尔斯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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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村司法保障方面，要推动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依
法妥善办理涉农纠纷案件，依法打
击和处理破坏农村生态环境、侵占
农村集体资产、侵犯农民土地承包
经营权等违法犯罪行为，惩治破坏
农村经济秩序犯罪，严厉打击农村
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等。

意见还强调，要健全乡村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逐步将与农民生产
生活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
助补充事项范围，鼓励公证、司法
鉴定、仲裁等法律服务主动向农村
延伸，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
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等。

我国到 2035年要基本建成法治乡村

据新华社合肥 3 月 25 日电
“映山红遍漫山岭，不负春光踏歌
行”。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影响，提
振旅游消费，安徽省金寨县重点旅
游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费两个月，
并推出五大赏花地、三场自驾游等
活动。同时，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
凭有效证件免房费，并可获赠金寨
县旅游礼包。

记者从金寨县文旅部门获悉，
为提振旅游消费，助力脱贫攻坚，
从 3月 25日至 5月 31日（五一黄
金周除外），金寨县域内的 5A级旅
游景区天堂寨，4A 级旅游景区燕
子河大峡谷、梅山水库，3A级旅游
景区龙津溪地，一律免收景区门
票。全县 24家宾馆推出半价优惠
活动。优惠对象为全国（含港澳台）

及在华留学生自助游、自驾游、家
庭游、微团队等出行方式的游客。
同时，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凭有效
证件免房费，并获赠金寨旅游礼包
一份。

春天正是赏花季。金寨县文旅
部门推荐五大赏花地，包括金刚
台、黄狮寨、马鬃岭、摸云山千亩映
山红，铁冲千亩油菜花等。同时，当
地还将在“中国红岭公路”开展两
次自驾游活动和一次百辆房车巡
游活动。

安徽省金寨县重点景区
向全国游客免票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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