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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国际奥委会与东
京奥组委24日发布联合声明表
示，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东京第
32届奥运会需要改期至2020年
后，但不迟于2021年夏天的日期
举行，东京2020年奥运会和残奥
会的名称不变。由此，东京奥运会
不幸成为现代奥林匹克124年历
史上，首届延期举行的奥运会。

由于新的开幕时间未定，东
京市政府25日起开始拆除在很
多地点设置的倒计时钟。

设置在东京市政府大楼前的
倒计时钟最先被拆除，而位于东
京火车站前的倒计时钟将原来的
倒计时天数改成了当天的日期3
月25日。

东京市政府一名官员透露，
要拆除遍布在东京很多地标建筑
前的倒计时钟是一项艰巨的工
作。这位官员说：“我们只能一
个一个来。”

倒计时钟正面是奥运会倒计
时时间，反面显示的是距残奥会
开幕的时间。3月24日奥运会
宣布推迟的那天，本来距离东京
奥运会原来的开幕日期7月24
日还有122天，距8月 25日残
奥会开幕时间154天。

不过，由于国际奥委会同意
将明年的奥运会仍然叫作2020
年东京奥运会，设立在东京市内
的很多奥运会标志不用更换，这
样也节省了巨额的费用。

现代夏季奥运会自诞生以来
一直是全球体育盛事之一，只在
1916年、1940年、1944年因为两
次世界大战三度取消，但仍计入
奥运会的届次。除此之外，夏季奥
运会尚未有过没能如期举行的。

根据奥林匹克运动总章
程——《奥林匹克宪章》，夏奥
会应在奥运周期的第一年举行，
也就是说，东京奥运会原则上只
能在2020年举办。

但是在24日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电
话会议，以及国际奥委会的执委
会会议之后，国际奥委会与东京
奥组委的联合声明打破了四年一
届的惯例，决定将本届赛事推迟
至2021年。

与之前三届因战争而取消的
夏奥会一样，本届赛事届次保
留，依旧是第 32 届夏季奥运
会。而即便推迟到明年，赛事名
称依旧是“东京2020年奥运会
和残奥会”。

东京奥运会正式宣布推迟
市政府拆除多地倒计时钟

据新华社 据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
北京时间25日11时，全球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40
万例，达421792例。全球死
亡病例达18883例。几个数字
令人关注。

10天、4天、3天：全球
确诊病例数加速增长，从10
万例到20万例用了10天，20
万例到30万例用4天，30万
例到40万例仅用3天。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
全球超80%的国家和地区都
面临病毒对国民生命健康、经
济、社会带来的威胁，截至北
京时间25日5时53分，疫情
已扩散至196个国家和地区。

亚 洲
输入风险在升高

较早出现疫情的中国、韩
国和新加坡的疫情本地传播势
头已经控制住，但仍存在零星
散发病例、输入性风险依然很
高。截至北京时间25日9时
30分，日本单日新增确诊人
数创新高，累计确诊病例达
1212例。亚洲多国输入性病
例已连续多日呈增加趋势。

此外，缅甸、老挝等东南
亚国家近日相继报告了首例确
诊病例。印度确诊病例最近一
周快速增加，从超过200例到
突破500例仅用4天，引发印
度国内舆论对社区传播的普遍
担忧。可见，新冠病毒即便在
热带地区也有较强的传播能
力。

欧 洲
“震中”形势很严峻

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北
京时间25日上午，欧洲地区

有 4 国累计确诊病例“破
万”，另有 13 个国家“破
千”，意大利、西班牙单日新
增病例均超过5000。作为当
下全球疫情“震中”，意大
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多
个欧洲国家确诊病例持续激
增，防控措施也逐渐“加码”。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德国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粗病亡率
（死亡人数/确诊病例数）目前
最低，为0.38%。专家认为，
这得益于德国强大的疫情监控
体系、检测和重症医疗能力，
但能否保持低病亡率还取决于
能否控制疫情快速蔓延。据统
计，截至北京时间 22 日 23
时，欧洲各国粗病亡率最高的
是意大利，为9.0%。

中 东
战乱地区受考验

中东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本
地传播形势依然严峻，目前伊
朗确诊病例已超2万例，该国
卫生部官员说，有的时候每
10 分钟就有 1 人病亡。此
外，土耳其和以色列确诊病例
数也已“破千”。中东地区一
些国家由于多年战乱，卫生系
统非常脆弱，令人担忧。战乱
中的叙利亚近日发现首例确诊
病例。另外，民众防范意识薄
弱也是很多中东国家面临的问
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3日呼吁全球范围内停火，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美 洲
美国或成新“震中”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
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5
日11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升至54893例，已连续两
天新增病例在万例左右。世卫
组织发言人24日说，过去24
小时报告的病例中有85%来
自欧洲和美国，美国确诊病例
数快速增加，可能成为全球疫
情的新“震中”。

此外，拉美地区疫情也正
在蔓延，确诊病例不断增多，
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缓解疫
情对民众生活的冲击。巴西从
出现首个病例至今不到一个
月，确诊病例已超2000例。
巴西卫生部20日预计，病例
数可能在4月激增，4月底巴
西卫生系统恐面临崩溃风险。

非 洲
存在大暴发风险

截至23日，非洲已有43
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
例，累计病例超过1500例，
几内亚、利比里亚等曾遭埃
博拉疫情重创的国家也在其
中。尼日利亚、津巴布韦、
刚果 （金） 等国都已出现新
冠肺炎死亡病例。非洲是国
际公共卫生薄弱环节，非洲
疾控中心此前预测，下阶段
非洲疫情可能会大规模暴
发。

非洲多国已升级防控措
施，包括禁止聚集性活动、
关闭学校等。分析人士说，
虽然目前不少非洲国家病例
数上升缓慢，但这片幅员辽
阔的大陆医疗卫生条件相对
落后，再加上缺乏检测试
剂、防护物资等问题，形势
不容乐观。

大 洋 洲
南半球传播或加速

截至北京时间 24 日上午
12时，澳大利亚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累计已超2000例。新西兰
卫生部25日宣布，新西兰确诊
及疑似新冠病例202例。新西
兰卫生部总干事布卢姆菲尔德
预计，未来确诊病例会继续增
加。随着南半球开始进入秋冬
季，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新
冠肺炎疫情传播风险升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
教授何大一说，在南半球已出
现新冠病毒社区传播。随着天
气转暖，北半球可能在疫情防
控方面获得优势，但南半球的
传播或将加速。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40万
疫情已扩散至196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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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衣战士 踏胜返乡

2万余名医务人员从湖北顺利撤回

□ 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

新闻延伸

33月月2121日日，，武汉市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武汉市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前前））送别天津市医疗队队员送别天津市医疗队队员。。（（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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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意见》

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乡村

新华社南京3月25日电 为
降低疫情对“三农”影响，助力
乡村振兴，江苏团省委、省农
行、省农担公司等推出“新农菁
英贷”2.0升级版，在免抵押贷
款基础上，实施贷款费率再优
惠、服务效率再提升、惠及范围
再拓展，重点帮助受疫情影响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渡过难关，目
前江苏全省已发放“新农菁英
贷”逾5.4亿元。

江苏升级版“新农菁英贷”
服务对象为全省农村创业青年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用于从
事粮食生产、果蔬茶种植、水产
畜禽养殖等农林优势特色产业，
农资、农机、农技等农业社会化
服务，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农
业科技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
目，家庭休闲农业、观光农业、
农产品相关的农村电子商务等新
业态。

江苏对2020年 3月至 6月

间发放的“新农菁英贷”实行优
惠，贷款利率不超过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针对苏北地区农村创业青年的贷
款，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实行更
加优惠利率。贷款无需抵押，以
考察贷款家庭信用为主。

江苏全省符合条件的承担粮
食、蔬菜、肉蛋奶、水产品等生
活必需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享受省财政
担保费减半征收政策，实际收取
担保费率不高于0.5%。对受疫
情影响较大，以及因隔离或停工
导致暂时性还款困难的农村创业
青年，可展期或提供续贷担保服
务。

2019年，江苏团省委联合
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等12
家单位联合制定出台“新农菁
英”培育发展计划，聚力打通农
村创业青年贷款“最后一公
里”，培养人才。

江苏发放“新农菁英贷”逾5.4亿元

重点帮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24
日电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官网数据库显示，已进入
治疗新冠肺炎临床试验的药
物瑞德西韦23日被药管局
认定为“孤儿药”，涉及适
应症为新冠肺炎。

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
德科技公司一款在研药，
尚未在全球任何地方获批
上市。美国药管局官网信
息显示，瑞德西韦仅得到

“孤儿药”认定，还没有获
得“孤儿药”用途的上市
批准。

美国“孤儿药”认定是
为了鼓励企业研发治疗罕见
病的药物。根据美国《孤儿

药法案》，用于治疗美国境内
患者少于20万人的疾病的药
物可申请“孤儿药”资格，
获得认定后可享受上市前到
上市后一系列优惠政策，包
括加速审批、税收抵免、研
发资助、免除新药申请费以及
批准上市后可享受7年市场独
占期等。

瑞德西韦是一种核苷类似
物，原用于抗埃博拉病毒感染
的临床试验，一些体外及动物
研究显示，一定浓度下该药可
对 严 重 急 性 呼 吸 综 合 征
（SARS） 冠状病毒和中东呼
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
起到抑活作用。

基于“同情用药”原则，

美国研究人员今年1月对一名
新冠肺炎患者使用了瑞德西
韦，患者症状在一两天内显著
改善，使这种药物备受关注。
截至目前，用瑞德西韦治疗新
冠肺炎的临床试验已在中国、
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多地展
开，以评价其安全性和有效
性。据媒体报道，在日本通过
参与临床试验接受瑞德西韦治
疗的14名美国新冠肺炎患者
大部分已康复。

吉利德科技公司22日宣
布，暂停受理绝大部分新冠肺
炎患者对瑞德西韦“同情用
药”的个人申请，希望患者经
由临床试验接受这种在研药物
治疗。

瑞德西韦获“孤儿药”认定
涉及适应症为新冠肺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