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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消费
“硬核”举措密集出台，
你准备好了吗？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地消费造成较大
式，请市民“到店”消费；宁波打包一批餐
冲击。数据显示，1 至 2 月全国社会消费
饮品牌企业，面向企业、机关单位等提供
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20.5%，增速比去年
优惠团餐服务；福州开展餐饮“无接触外
同期回落 28.7 个百分点。为促进消费回
卖月”
活动，
拉动餐饮消费。
补，更好释放新型消费潜力，连日来中央
——激活线上消费潜力。上海推出
和地方陆续出台一系列促消费相关举措。 “云走秀”
“ 云逛街”
“ 云上快闪店”等“云
应对疫情冲击，消费如何提振？各
购物”模式；深圳市商务局联合腾讯微视
地推出了哪些实招？面对一大波消费
发起“微视鲜粉节”助力水产销售；内蒙
“礼包”，你准备好了吗？
古开展电子商务促消费专项行动，大力
发展网红经济……
各地密集出台
数据显示，截至 16 日，全国已有 28
个省区市 3714 家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对
促消费“硬核”举措
外营业，复工率超过 30%，全国生活服务
连日来，
中央各部门出台一系列促消
企业复工率超过 60%。
费举措，为百姓消费营造更好的条件环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
境。国家发改委等 23 个部门联合印发
费司司长哈增友说，促进消费回补和潜
《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
力释放是有效对冲疫情影响、提振经济
内市场的实施意见》，
从市场供给、消费升
的关键举措。特别在当前国外疫情加速
蔓延下，集中精力扩大国内消费、培育强
级等方面提出 19 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印
发通知，提出发展网络消费；国家发改委
大国内市场正当其时、非常必要。
等 28 个部门联合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云端”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各地也纷纷推出一系列促消费举措
“这款产品干性肌肤也可以用，喜欢
——
——促进文旅消费活动。宁夏通过
的话点击右下角蓝色购物袋就能购买，
一
提前下达重点项目补助资金、发放各类
会儿我们还有直播间抽奖活动……”
19 日
晚，在北京汉光百货兰蔻专场直播间里，
创评扶持奖励资金等措施，激活文化和
旅游消费市场；山东济南面向旅游景区、 护肤顾问化身“云柜姐”，向屏幕前的 2 万
旅行社等文旅企业推出 2000 万元惠民
多名“顾客”逐一介绍每件护肤品的使用
消费券；新疆部分景区推出门票半价或
方法。
买赠活动。
“当晚直播间护肤品销售额超过 116
万元，专柜新增 1500 多名粉丝。直播销
——刺激餐饮消费市场。南京大型
餐饮企业通过会员积分、发优惠券等方
量比我们预计的还要高，目前我们已经

做了两场直播活动，后期还会考虑再推
出一场。”兰蔻华北区销售经理侯爽说。
疫情期间，尽管线下消费受到冲击，
但线上消费热度不减，
各类
“云消费”
新场
景正在不断涌现，
成为新的经济亮点——
大年初一，
电影《囧妈》通过抖音等平台免
费在线播放，
上线三日总播放量超 6 亿；
主
打“最后一公里”的社区商业迎来发展契
机，
苏宁数据显示，
今年 2 月苏宁菜场销售
环比增长 7 倍；拼多多数据显示，截至 20
日，通过直播等方式，拼多多抗“疫”助农
专区售出农产品超 2.6 亿斤；随着气候转
暖，近日各地景区纷纷推出“云赏花”
“云
春游”
……
统计数据显示，1 至 2 月，全国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3%，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1.5%，同比提高
5 个百分点。疫情冲击下，新型消费显现
出强大的生命力。
“未来依托社交电商等平台的新型消
费将迎来较大增长空间。国家应鼓励新
消费模式和业态发展，
引导相关企业创新
服务供给方式，
促进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
赵萍说。

消费持续升级趋势未变
加快培育消费新动能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王斌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居民外出急剧减
少，
消费市场受到较大冲击，
特别是对 2 月

份消费影响巨大。但与此同时，
我国消费
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活力和新增长点。
“新型消费和升级消费不断拓展，无
接触配送、无人零售、直播零售等消费新
模式快速发展；人工智能、远程办公、
‘互
联网+医疗+药店’等逆势发展；信息消
费、卫生健康用品消费显著增长。”王斌
说，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预
计消费将逐步恢复。疫情不会改变我国
消费长期稳定和持续升级的发展趋势。
赵萍认为，当前各地生活服务企业
复工复产持续推进，服务消费规模将得
到有效提升。以旅游和餐饮消费为例，
疫情期间，居民外出就餐和旅游的消费
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随着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前段时间被抑制的服务
消费有望迎来反弹。
王斌表示，商务部将进一步研究提
出促进汽车、家具、家电等重点商品消费
的政策措施。同时，壮大服务消费，促进
城市消费，提升乡村消费，培育新型消
费，不断创新消费促进平台。
“新型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
动能。下一步将围绕培育发展新消费，
加快以 5G 网络和数据中心为重点的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进信息
服务全覆盖。鼓励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消
费新模式，促进传统销售和服务上线升
级。鼓励使用绿色智能产品，促进养成
健康生活习惯。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推
动新消费健康发展。”
哈增友说。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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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将以视频会议方式
召开领导人特别峰会
新华社利雅得 3 月 24 日电 （记者涂
一帆）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沙特
阿拉伯 24 日晚发表声明说，将于 26 日以
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G20 领导人特别峰会。
声明说，沙特国王萨勒曼将主持此次
峰会，以推动全球协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声明说，除了 G20 成员国领导人以
外，西班牙、约旦、新加坡和瑞士等国领导
人将受邀出席。
此外，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非洲发展
新伙伴计划等区域组织的代表，以及联
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将出
席此次峰会。

文在寅称

特朗普向韩国提出
医疗物资支援请求
新华社首尔 3 月 25 日电 （记者陆
睿 耿学鹏）韩国总统文在寅 25 日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向韩方请求支援新冠
病毒检测试剂等防疫物资，韩国政府将积
极支持生产企业向海外出口检测试剂。
文在寅当天走访首尔一家新冠病毒
检测试剂生产企业。他说，韩国企业最近
正在进行与检测试剂出口相关的磋商，韩
国政府也收到很多希望提供检测试剂的
请求。他表示，韩国出口检测试剂，既能
支持各国抗疫，也有利于韩国经济发展。
24 日晚，文在寅应邀与特朗普紧急
通电话，讨论新冠疫情应对等问题。在回
应特朗普提出的医疗物资支援请求时，文
在寅表示，在韩国国内供给有富余的情况
下，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援。
据韩国疾病管理本部消息，韩国已有
五种新冠病毒检测试剂获得韩国食品药
品安全厅的紧急使用许可，在满足其国内
防疫需求的前提下向海外出口。

中国向意大利派出
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
据新华社福州 3 月 25 日电 （记者陈
弘毅、章博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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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
月 25 日上午乘坐包机从福建省福州市出
发。预计经过十余个小时飞行后，专家组
将到达意大利米兰，随即将奔赴意大利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为当地疫情防控工
作再添中国力量。
专家组还随行携带了一批当地急需
的医疗救治物资，包括呼吸机 30 台、监护
仪 20 套、防护服 3000 套、N95 口罩 2 万
个、医用口罩 30 万个、隔离面罩 3000 个、
中成药等。
据了解，
中国第三批赴意大利抗疫医
疗专家组的主要任务是与当地医院和专家
开展经验交流、
介绍中国抗疫经验，
结合意
方实际情况，
提供防控和诊疗建议；
对在意
中资机构、
华人华侨、
留学生进行疫情防控
科普教育、防控宣传和提供必要的防护物
品、
中医中药，
并视当地法律法规和具体情
况，
开展医疗卫生指导和帮助。

春日樱花
次第开
3 月 25 日，市民在樱花树下休闲。
随着气温升高，江西省南昌市红谷
滩新区赣江畔的樱花陆续进入花期，大
批市民走到户外赏樱，享受美好春光。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鄂皖交界，界子墩卡口，时针指向零
时。
等待了近一个小时后，38 岁的货车司
机赵亮亮重新踩下油门，载着 32 吨瓷砖、
沿 G105 国道轻快地驶过卡口，朝安徽省
宿松县方向驶去。
“终于能出来拉货了。”他的声音中，满
溢着兴奋与喜悦。
这一天，对于疫情中的湖北而言有些
特殊。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此前
发布的通告显示：25 日零时起，武汉市以
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
交通，离鄂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
有序流动。
京港澳高速公路孝感东收费站，是进
出孝感主要通道之一，距离武汉市 35 公
里，距离河南仅 1 个多小时车程。
25 日零时，检查点的帐篷已经拆除完
毕。孝感市交警支队民警黄学明和同事
们，以及一直昼夜轮班值守检查点的乡镇

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署长彼得·盖纳
24 日表示，联邦政府将动用《国防工业生
产法》采购约 6 万个病毒试剂盒。这是美
国首次动用 70 年前通过的这一法案来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加剧
美国国会 1950 年批准《国防工业生产
法》，
当时朝鲜半岛发生战事，
制定该法案旨
在紧急状态时准许联邦政府直接指挥工业
生产，
以储备战时物资。该法案主要由三部
分内容组成：
一是授权总统要求企业签署合
约或完成国防订单，
同时授权总统禁止囤积
指定的物资和哄抬价格；
二是授权总统通过
多种机制刺激生产；
三是授权联邦政府有关
部门评估涉及国家安全的投资。
动用该法案意味着，特朗普能够迫使
美国制造商，无论是汽车还是服装行业，将

向着春天，进发！
干部们
“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25 日 9 时 40 分许，记者在大新收费站
看到，检查设施已经撤除，执勤人员已经撤
离，车辆可以自由通行。
“省际公路，要做到应通尽通。”湖北省
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局长姚俊说，即日起至
27 日，离鄂省际公路将全部开通。
“检疫站
点要全部撤除，考虑到各个地方的实际情
况，需要一个过程。”
公路有序畅通，铁路、航空也正在恢
复。
“25 日零时起，恢复办理湖北省境内
除武汉市 17 个铁路客站外的到达和出发
业务。”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鲍立群说。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本举透

——湖北解除离鄂通道
管控首日直击

露，湖北省正商请国家民航局尽快恢复除
武汉机场以外其他市州县机场行业客运航
班，不含国际航班和北京的往返航班；同
时，恢复国际航空在内的货运航班正常运
行。
按照相关部署，武汉市将于 4 月 8 日起
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虽然暂时不
在解除管控措施的范围之内，但 25 日，武
汉的街头同样有了许多变化。
25 日 5 时 25 分，一辆 533 路公交车离
开汉口火车站，驶向尚被夜色笼罩的街头。
为解决外省来鄂来汉人员及复工复产
人员市内交通出行，从 3 月 25 日起，武汉
恢复 117 条公交线路运营，包括汉口、武
昌、武汉三大火车站始发的 42 条公交线路
和中心城区的 75 条区域公交线路。

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公交车站，周晶
晶正逐一提醒乘客扫码上车。2008 年起，
她成为一名公交司机。如今，她有了新的
工作岗位——公交安全员。
“我们的职责是监督每一位乘客上车
前先要扫码，没有健康码的乘客，需要出示
所在社区开具的健康证明才可以乘车。”周
晶晶说。
25 日，湖北省卫健委发布的信息显
示，24 日零时至 24 时，武汉市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零新增”。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的
地区，已连续 20 天无新增确诊病例。
迎着春光，一座座沉寂了许久的城市，
正在这个春天中苏醒。
向着春天，进发！
据新华社武汉 3 月 25 日电

美国为何动用《国防工业生产法》
重点转向制造医疗物资，并且政府有权对
这些物资进行调配。
特朗普 18 日就发布行政令，授权卫生
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负责针对疫情实施《国
防工业生产法》。但连日来，特朗普一直没
有动用该法案，还称美国有足够多的公司
主动生产口罩等医疗物资，他只会在“最糟
糕的情况下”动用该法案赋予的权力。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
斯 24 日警告说，近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增长“大幅加速”，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
行的下一个“震中”。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已超过 5.5 万例，
死亡近 800 例。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国疫情日益加
其次，担心加剧恐慌。联邦政府“接
剧，各地医疗能力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
管”美国企业的可能性或让商界陷入不安，
验，美国舆论对特朗普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从而加剧市场动荡。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专
迫使他不得不动用《国防工业生产法》，以
家萨沙·贝克解释说，
《国防工业生产法》
提升医疗物资生产能力。
“名头”太大，一些人会觉得事态严峻而变
得更加紧张。而特朗普一直试图淡化疫情
顾虑重重
影响，以安抚公众、稳定市场。
对于动用《国防工业生产法》，特朗普
再次，担心引发反弹。美国律师詹姆
此前一直顾虑重重，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
斯·贝克日前撰文说，
《国防工业生产法》能
先，担心作用不佳。特朗普日前在白宫记
否被用来强制私营企业制造其不常提供的
者会上说，联邦政府很难甄别哪些企业具
产品，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倘若联
备相应生产能力，接到政府命令的企业也
邦政府过度使用该法案，可能会面临私营
有可能手足无措，因为它们并没有生产呼
企业的诉讼和政治上的压力。
吸机等医疗设备的能力。
据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4 日电

英国王储查尔斯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新华社伦敦 3 月 25 日电 （记者张代
蕾 张家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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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奥委会主席
自我隔离
其子确诊感染
据新华社柏林 3 月 24 日电 （记者刘
旸）德国奥林匹克体育同盟（DOSB，即德
国奥委会）主席阿尔方斯·霍曼 24 日通过
德新社向外界确认，因其子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他不得不进行自我隔离。
霍曼说：
“我最小的儿子在 23 日下午
收到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是阳性。我们
一周前有过接触，谨慎起见，我会居家隔
离至 3 月 30 日。”
霍曼表示，
德国奥体同盟工作不会受到
影响。
“所有工作还像往常一样，
执委会主席
韦罗妮卡·鲁克尔会带领团队处理事务。我
和现在很多德国人一样，
在家办公。
”
德国奥体同盟 24 日发表声明，欢迎
并支持国际奥委会关于推迟举办东京奥
运会的决定，称这是为国际体育界和整个
国际社会做出的正确而重要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