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运输部：

疫情防控期间
全国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记者魏玉坤）记者
15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经国务院同意，2月17
日零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全国收费公路免
收车辆通行费。具体截止时间另行通知。

据了解，此次免费范围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经依法批准设
置的所有收费公路（含收费桥梁和隧道）；免费对
象为依法通行收费公路的所有车辆。其中，联网
收费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
准，开放式收费的高速公路和普通收费公路以车
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明确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具体工作，由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负责统一组织实施。省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方案，落实责任，细化措施，加强
公路保通保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保障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物资运输，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为稳定经济社会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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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兵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法
人（杨正坤）印鉴遗失,声明作废。

遗 失

典 当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店25
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黄金、铂金、股
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
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
公 司 ：国 贸 玉 沙 路 椰 城 大 厦 一 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
亚 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15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湖
北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
情况举行发布会，透露这些重要信息：

——217支医疗队、25633名医
疗队员支援湖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湖北省委常委王
贺胜介绍，截至14日24时，各地共派
出 217 支医疗队、25633 名医疗队
员。其中，武汉市有181支医疗队、
20374名医疗队员；其他地市有36支
医疗队、5259名医疗队员。此外，还
调集了三个移动P3实验室。“这些都
大大超过了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医
疗救援的调动规模和速度。”

王贺胜说，中央安排了19个省份
采取“一省包一市”的方式对口支援湖

北省。医疗队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接
受属地卫生健康部门和受援医院统一
指挥、统一安排。

——湖北以外省份新增病例“十
连降”。全国的疫情形势怎么样？国家
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
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介绍，除湖北以
外，全国其他省份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从
2月3日的近900例，下降到2月13日
的300例以下，实现了“十连降”。其
中，山西、内蒙古、吉林、西藏、甘肃、青
海、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新增
确诊病例数已经连续三天少于5例。

梁万年说，从发病时间看，武汉1
月23日到2月1日每日新发生的病例
数处在较高的水平，但是2月1日以

后每日新发病例数呈现下降趋势。
梁万年称，总的来看，武汉之外的

其他地市社区传播速度较慢，社区持
续传播和局部暴发比较少。还有一些
地市，比如恩施州、神农架林区，现在
的疫情仍然是以输入性为主，传播的
风险相对较低。

——武汉9家方舱医院开放，在
院患者5606名。2月2日以来，武汉
大力推动对“四类人员”的集中收治和
隔离。如今落实的情况如何？王贺胜
介绍，武汉已将一批体育馆、会展中
心、培训中心等改造成了方舱医院和
隔离收治的场所，目前，已经开放了9
个方舱医院、6960多张床位，在院患
者达到5606名。

王贺胜说，在降低感染率方面，湖
北省推动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各自
为战，精准管理，发挥基层的网格力
量，使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确保不出现“第二个武汉”。

王贺胜同时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的防控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湖北省武
汉市仍然是主战场，提高收治率、治愈
率，降低感染率、病亡率仍是重中之重。

——重症定点医院武汉金银潭医
院和肺科医院出院率超过30%。国
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
辉介绍，武汉的重症病例占所有确诊
病例和住院病例18%左右，这些重症
病例和病亡病例的共同特点是年龄比
较大、合并有基础疾病。为了加强重

症和危重症患者救治，全国成立了多
名院士领衔的国家医疗救治专家组。

在前一个阶段救治经验的基础
上，国家卫健委专门形成了重症和危
重症患者诊疗方案，包括抗病毒治疗、
氧疗、中西医结合治疗以及恢复患者
的血浆治疗等。武汉市最早的两家重
症定点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和武汉
市肺科医院，目前患者的出院率已经
达到30%至39%。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首次将发布会前移至湖北
武汉抗疫最前沿，确保更及时、准确、
全面介绍疫情防控一线的情况。

（据新华社武汉2月15日电 记者
谭元斌 喻珮）

国新办首次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这些重要信息：

2.5万名医疗队员、9家方舱医院、出院率超30%

金融系统全力支持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

资本市场是各方对宏观经济运
行预期和信心的体现。疫情之下，A
股市场2月3日正常开市。

“A股市场经受住了疫情冲击的
严峻考验，目前市场已经基本回归常
态化运行。”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表
示，开市以来，市场自我调节功能有
效发挥，投资者交易顺畅，市场预期
总体趋稳，体现了各部门政策协调和
工作协同的效果。

对于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是否会
受到疫情影响，阎庆民指出，疫情带
来的影响是短期的，坚定推进改革开
放的方向和决心不会改变。将继续
推进科创板制度创新，坚守科创板定

位，坚持鼓励更多的硬科技企业上
市，同时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
制，推动新三板改革平稳落地等。同
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继续保持股
票首发的常态化，落实修订后的再融
资制度，提升包容性。

对于市场普遍关注的中长期资
金入市问题，阎庆民表示将积极拓
展来源，进一步提升权益类基金占
比，扩大公募基金投顾业务试点，
鼓励和支持社保、保险、养老金等
中长期资金入市，推动个人养老金
税收递延账户投资公募基金政策
落地。

在回应疫情对 IPO和并购重组

的影响时，阎庆民说，由于现场尽
职调查、审计评估比较困难，所以
部分股票发行和并购重组受到了
一定的影响。近期证监会专门作
出了针对性的安排，在审核方面正
常核发首发批文、正常推进审核进
度、正常推进并购重组许可和受理
工作。

阎庆民说，下一步将继续全力保
障市场平稳运行，跟踪分析市场运行
状况，会同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
缓释股票质押、融资融券、债券违约
等重点领域风险。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记者
吴雨 李延霞 刘慧 刘开雄）

疫情发生后，如何保障百姓用上
“放心钱”“卫生钱”？

“我们要确保老百姓使用现金的
安全和卫生。”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
飞表示，央行一方面确保新钞供应，
暂停了现金跨省调拨以及部分疫情
严重地区的省内调拨；另一方面，严
格落实收支两条线，重点单位回笼的
现金暂存库房，流通中的现金消毒处
理后才能投放。

据介绍，1月17日以前人民银
行已向全国安排调拨近6000亿元新
钞，春节前紧急向武汉投放了40亿
元新钞。

“对外付出现金尽可能以新钞为
主，对医院、农贸市场等渠道回笼的
现金采取特殊处理并单独封存，消毒
后交存人民银行，不得对外支付。”范
一飞介绍，对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回笼
的现金，采取紫外线或者高温等消

毒，存放14天以上再投放市场。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如何满足

居民的日常金融需求？
梁涛表示，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

切实做好场所的清洁消毒工作，加大
对现金柜台、自助机具的消毒频次；
同时引导各机构优化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云缴费平台等线上产品功能，
为客户提供7×24小时在线金融服
务，最大限度减少线下接触频率，降
低疫情传播风险。

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最近一段时间，各银行机构线上业务
的服务替代率平均达到96%。

此外，银行保险机构还针对住房按
揭、信用卡还款、保险理赔等民众关心
的问题采取了灵活举措。梁涛强调，各
保险机构对感染新冠肺炎或者受疫情
影响受损的出险理赔客户应赔尽赔快
赔，将新冠肺炎纳入保险保障范围。

受疫情影响，一些企业，尤其是
一些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正面临着
不同程度的挑战。

对此，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表示，
将加大对受困的小微民营企业扶持力
度，确保小微企业整体信贷增长不受疫
情冲击；更加精准做好续贷，缓解受困
小微企业的流动资金压力。同时，进一
步落实风险管理和尽职免责等相关制
度，提高基层敢贷、愿贷的积极性。“力
争今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综合融
资成本，在2019年基础上继续下降。”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资金支持显
得尤为重要，金融部门将如何助力？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出台新举
措，不仅针对疫情影响的重点行业，
而且涵盖各行各业。”梁涛表示，要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复工复
产的信贷保障和投放，进一步提高企

业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比重，加快
对一批重大项目建设的信贷投放。

数据显示，截至2月14日12时，
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抗击疫情提供的
信贷支持金额超过5370亿元。

关于市场担心部分地区不良贷
款率攀升的问题，梁涛表示，对受疫
情影响较大地区的银行，监管部门将
实事求是、充分考虑疫情的客观影
响，适当提高监管容忍度，对监管指
标达标予以一定宽限期，或在监管措
施上作出灵活安排。

此外，外汇局还开辟了外汇业务
“绿色通道”，高效、便捷服务企业复工
复产。“外汇局将指导银行特事特办、
急事速办，简化办理流程，加快办理速
度，支持贸易投资活动尽快恢复，加强
对湖北以及重点行业和企业的支持力
度。”外汇局副局长宣昌能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困难企业如何获得支持渡过难关？居民怎样用上“放心钱”？股市能否常态化运行？在15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金融部门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金融系统全力支持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有关情况。

困难企业获帮扶 复工复产有支持

居民用上“放心钱”线上金融服务足不出户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在湖北省的
病例诊断分类，湖北省卫健委通报12
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4840例，其中
武汉市13436例。最近两天，湖北通
报的疫情相关数据又有一些新变动。

首先，新增确诊病例的数量已大
幅回落。13日、14日湖北及武汉的
新增确诊病例同步连续回落两天，分
别为4823例（武汉3910例）、2420例
（武汉1923例）。值得注意的是，湖
北及武汉14日的新增确诊数量已分
别低于12日之前的最大值。

湖北省卫健委在13日的疫情通
报中解释了数据大幅变动的原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五版）》在湖北省的病例诊断
分类中增加了“临床诊断”，近期对既
往的疑似病例开展了排查并对诊断
结果进行了订正，对新就诊患者按照
新的诊断分类进行诊断。临床诊断
病例数纳入确诊病例数。

上海市第二批医疗队领队、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
长陈尔真分析，按照新标准，把一些
12日之前统计在疑似病例中的患者，
诊断分类后纳入确诊病例数；对新就

诊的患者，部分原本归为疑似的病
例，现在诊断分类后纳入确诊病例
数。存量的结构、增量的标准都发生
了变化，结果就表现为12日前后新
增确诊病例数的大幅涨落。

其次，疑似病例的数量在逐步回
落。12日，湖北有疑似病例9028人，
13日、14日连续回落，分别为6169人、
5534人。12日之前，公开的数据显
示，湖北已连续4天疑似病例超过1万
例，其中8日疑似病例达到23638人。

陈尔真分析，疑似病例数量连日
下降有两个原因，按照新的临床诊断分
类，在湖北，部分疑似病例归入了临床

诊断病例；核酸检测等能力在提升，疑
似病例明确诊断或排除的速度在加快。

专家介绍，疑似病例早确诊，及
早按照确诊病例接受规范治疗，有利
于进一步提高救治成功率，也有利于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湖北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根据
需要继续腾出医院部分的病房，征用
部分场馆，改造为定点医院和方舱医
院，确保已排查、确诊的患者和疑似
患者都能够得到集中的收治，确保所
有没有收治的患者人数清零。

（新华社武汉2月15日电 记者
秦交锋 廖君）

湖北新冠肺炎疫情病例数据变化的背后

A股经受住疫情冲击 市场已基本回归常态

在位于深圳福田区CBD的平安金融中心，企业员工在进入写字楼前接受体温检测。 新华社发

企业复工要支持、居民用钱得放心、股市运行归常态

2月15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首批17名新冠肺炎患者，通过中西
医结合精心治疗，经过专家组会诊，符合出院标准，准予出院。

图为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即将出院的治愈患者与医护人员挥手
告别。 新华社发（高翔 摄）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首批治愈患者出院

世卫组织公布
新冠病毒全球研究重点

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传染病防控研究合
作组织”联合举办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研究与创
新论坛日前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论坛确定了关于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9个优先研究领域。世卫组
织14日公布了这些领域中的针对性研究方向。

首先，为更好地理解新冠病毒的自然史、传播
模式和诊断方法，研究人员将专注于病理模型开发，
包括感染、疾病和传播的动物模型，并开发用于监测
和研究病毒表型改变和潜在适应性的工具，并支持
通过应用诊断工具及相关产品来改善临床过程。

其次，研究人员将进一步识别动物宿主，找到
它（或它们）持续将病毒传播到人类的证据，并了
解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和行为风险因素。

第三，流行病学研究将侧重于了解病毒传播
过程、确定疾病严重性、了解人群易感性以及确定
哪些公共卫生措施可有效控制疫情。

第四，临床特征和管理将试图定义疾病的自
然史，开发一个核心临床结果的集合以最大化利
用一系列试验产生的数据，并确定辅助性和支持
性干预措施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第五，通过优化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并尽量减
少环境因素在病毒传播中的作用，来加强疫情防
控，尤其加强对医卫人员的保护。

第六，候选疗法的研发将集中于开发动物模
型和标准化挑战性研究，开展预防性临床研究并
优先考虑用于医卫人员。

第七，候选疫苗的研发将集中于对用于3期试验
和优先测试的候选疫苗开展临床试验设计优化，并开
发用于评估疫苗免疫反应和疫苗开发的检测方法。

第八，研究工作中的伦理考虑应包括阐明和
转化与新冠肺炎突出问题相关的现有伦理原则和
标准，并在所有9个研究领域中开展伦理评估。

第九，在应对疫情相关的社会科学层面，应找
出通过社交媒体等散布不实信息和谣言并引发和传
播恐惧、焦虑情绪和污名化言论的潜在驱动因素。

世卫组织表示，当务之急是搭建一个高水平
的讨论平台，以在战略方向上达成共识，促进科学
合作，并集中力量优质高效地解决问题，避免研究
内容的重复。

（据新华社日内瓦2月14日电 记者刘曲）

北京市新冠肺炎
中医药参与救治率为90%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记者赵琬微）记者
在15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坚持中西医
并重防控的工作方针，目前中医药参与救治率为
90%，总有效率为81%。

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介绍，截至
2020年2月14日24时，北京市20家定点医院中
医药参与救治率为90%，总有效率（包括服用中
药患者中出院、症状改善两类人群）为81%。据
了解，截至14日24时，北京市累计确诊病例375
例，治愈出院患者97例。在出院患者中，年龄最
大的84岁，年龄最小的9个月。

他介绍，北京市组建了中医药专家组，结合北
京气候特点和定点医院收治病例的治疗经验，制
修订了《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
防治方案》。特别是针对普通人群、密切接触者、
有慢性基础病以及儿童等重点人群提出了不同的
预防方，引导广大群众合理选用中医药预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
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王宪波说，通过建立中西医结
合的参与机制发现，中医药对于轻症患者的退烧、
止咳等方面具有较好疗效；对于重症、危重症患者
采取了中西医主任双查房的制度，充分发挥中西
医结合治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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