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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杜静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
勇1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1至
2月份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运行带
来较大冲击，但综合看，疫情的影响是
短期的、外在的，也是可控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16日发布的数
据，截至2月25日，大中型制造业企业复
工率达到85.6%，生产经营活动正有序恢
复。1至2月份，新兴服务业持续发展，生
活必需品销售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继续
增长，进出口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最新数据表明，在全球疫情助推的
市场波澜中，中国经济“方舟”舵盘稳、
续航能力强，具备显著的抗风险韧性。
海外众多机构和分析人士认为，得益于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效显著以及
经济前景向好等因素，中国资本市场正
成为国际投资者追逐的投资热土，中国
经济魅力愈发彰显。

近来全球金融市场巨震之际，中国
国债受到海外投资者追捧，A股市场相
对其他海外股市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

抗跌性。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日前刊
文说，为躲避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股市
抛售潮，寻求避风港的全球基金正纷纷
涌入中国国债市场，这使得外国持有中
国国债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27万亿元
人民币。

除债券市场外，近期中国A股市场
受海外市场暴跌影响尽管也有所走低，
但跌幅低于欧美等市场。分析人士认
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较好表现，只是中
国经济内生动力、创新活力和治理成效
的外在体现。外界看好中国经济和资
本市场，主要缘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中国疫情防控效果显著，经
济秩序有序恢复。瑞银资产管理（英
国）有限公司全球债券基金主管赵子仪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疫
情控制已取得明显成效，且企业复工复
产率也在提升，这些积极因素都会传导
到中国资本市场层面。

路透社刊文说，当疫情在世界其他
地区蔓延之际，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显著
成效，这使得中国资产的吸引力增强，
中国资本市场表现好于其他市场。

其次，中国经济抗压性强，长期发

展前景依然向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表示，随着工厂
重新开工、库存得到补充，中国经济活
动有望迅速复苏，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总
体影响相对可控。

GAM投资公司新兴市场投资经理
罗布·芒福德说，中国政府针对疫情的
综合应对举措有助于稳定国内市场，在
消费、科技、金融、医疗等板块都存在着

“富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再次，中国具备政策空间优势。中

国货币政策空间较大，利率相对于欧美
国家处于较高水平，流动性投放工具也
比较多。同时，中国政府财政状况稳健，
为采取积极的财政应对举措留有空间。

路透社认为，中国市场流动性较为
充裕，并且中国决策者的行动早于其他
国家，因此近期中国市场相对于海外市
场波动较小。

最后，投资者看中中国资本市场
“性价比”。股市方面，近年来随着中国
进行金融去杠杆、供给侧改革，A股市
场也一直在调整，当前估值水平低于美
股等市场。

债市方面，中国国债收益率明显高

于欧美市场。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目
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6%，
远高于美国十年期国债约0.7%的收益
率。

尽管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
经济通过贸易、金融、供应链等链条紧
密相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市场
可以独善其身。赵子仪强调，中国未来
需要警惕海外疫情可能失控带来的市
场需求锐减等风险。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相对其他主要
市场表现较好，但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短期内市场走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走向
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开放度不断提
高，其对外资的吸引力将持续增强。

谈到中国经济增长潜能，英国剑桥
大学贾奇商学院教授艾伦·巴雷尔说，过
去几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技术领
先者”，并在研发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这些是“具有长期潜力的巨大优势”，“从
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将继续向前发展，我
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参与记者 于佳欣）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世界好评中国经济“方舟”续航力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前两个月主要经济数据。受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投资、消费、工业、服务业等指标出现不同程度回
落。

如何研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怎样看就业、物价等数据走
势？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如何发力？在国务院新闻办16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回应了经济运
行热点问题。

“疫情的影响二季度会逐渐减弱”
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下降13.5%，重要物资生产保持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同比下降13%，新兴服务业持续发展。需求方面，1至2月份，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下降20.5%，生活必需品销售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保持增长。

“1至2月份，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运行带来较大冲击。但
综合看，疫情的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也是可控的。”毛盛勇
说，我国基本民生保障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经济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和内在向上的趋势没有改变。

毛盛勇分析，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1至2月份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达到11.5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2万亿
元，规模体量仍相当可观，我国超大规模经济的优势没有改
变。同时，1至2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3D
打印设备、智能手表等电子产品产量增长都超过100%，新兴动
能成长势头也没有改变。

“在一季度经济总量中3月份占比约40%。3月份经济运
行会明显比1至2月份好。”毛盛勇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成效
不断显现，复工复产进度加快，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不断恢
复。疫情的影响二季度会逐渐减弱，特别是前期压抑的一些经
济活动会逐步释放，二季度经济应该会比一季度有明显回升，
下半年经济会走得更加稳健。

“下半年就业情况有望好转”
数据显示，1月和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3%

和6.2%，环比分别上升0.1和0.9个百分点。
“2月份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还是疫情的影响，企业的生

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用工需求有所减少。”毛盛勇分析，但一
些重点群体就业情况总体平稳，比如主要就业人员群体25至
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6%。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毛盛勇分析，虽然就业面临总量压力
和结构性矛盾，但中央加大宏观政策的对冲力度，努力稳住企
业，特别是用工需求大的中小企业。同时，就业优先政策会进
一步加大力度，比如用好就业基金作用，增加对就业人员、转岗
人员和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加大对重点人群的就业帮扶等。

毛盛勇认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较好，企业复工复产势头
不错，二季度和下半年总体经济可能加快复苏进程。下半年就
业情况有望好转，调查失业率也会有所下降。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继续扩大的可能性较小”
今年前两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都在5%以上，

处于较高水平。毛盛勇认为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从构成来看
主要是食品价格涨幅比较高，特别是猪肉价格对总体价格的拉
动作用大；二是各方面为了做好疫情防控，物资流通等成本有
所上升；三是翘尾因素影响较大。

毛盛勇说，尽管CPI同比涨幅在5%以上，但2月份扣除食
品和能源的核心CPI涨幅为1%，比上个月有所回落，说明当前
整体价格上涨还是结构性的。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继续扩大的可能性较小。”毛盛勇分析，当前，农业生产形
势良好，猪肉价格总体呈现高位回落的趋势；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成效不断显现，企
业复工加快，工业消费品供给会不断增加，物资流通变得更加顺畅。此外，往后月
份翘尾因素会逐步减弱。从全年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总体涨幅应该趋于回落，特
别是到下半年价格会有所回落。

“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展望下一步，毛盛勇说，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分区分级

分类分时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实现人财物有序流动、产供销有机衔接、内外贸
有效贯通，加强宏观政策对冲力度，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潜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
到最低，努力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毛盛勇认为，内需方面要扩大消费需求，也要扩大投资需求，两个轮子不能偏
颇。外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还要激发微观
主体的活力、动力和潜力。在宏观政策方面，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减
税降费要进一步推进；货币政策要从帮扶企业的角度出发，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努力降低企业贷款成本。

“从下一阶段来看，如果疫情防控做得比较好，全年经济增长还是有比较好的
基础。特别是更大力度的对冲政策出台以后，政策效应下半年还会不断显现。我
对全年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有信心。”毛盛勇说。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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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郑璐

在这次中国抗疫战争中，中医药广
泛参加新冠肺炎治疗，深入介入诊疗全
过程，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成
为抗疫“中国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全国 5万余名出院患者大多
数使用过中医药。据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消息，湖北省中医药使用率累计
达到91.91%，方舱医院中医药使用率
超过99%，集中隔离点中医药使用率达
到了94%。

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扮
演了怎样的角色？中西医结合是如何
实现的？有效药物如何使用？中医方
舱有什么不同之处？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北京中医
医院院长刘清泉，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副院长邱海波等三位中央指导组专
家近日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这些故
事。

有效降低转重率
如何让轻症患者不要变成重症，是

疫情防控的治疗工作中的关键问题。
“在轻症患者基数较大的时候，转

重率高低直接决定重症病人数量多
少。”邱海波指出，为了避免大量重症病
人的出现，最好在早期就控制住轻症患
者的病情发展，特别是要在社区、隔离
点筑牢第一防线。

国际临床评价指标同样认为，对于
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真正反映疗效的关
键指标是转重率。

“中医药治疗发挥的核心作用正是
有效降低转重率，特别是在早期介入，
能显著降低轻症病人发展为重症病人
的几率。”张伯礼说。

他对比类似条件下的108例病例
后发现，西医治疗转重率在10%左右，
而中西医结合治疗转重率约为4.1%。
对发热、咳嗽、乏力改善等症状，中药起
效非常快，对肺部炎症的吸收和病毒转
阴都有明显效果。

邱海波认为，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
的结合，在防止早期轻症向重症转化上
有很大作用。“我们发现中医中药对于
轻症患者的发烧、乏力、肌肉酸痛症状
确有缓解作用，这些症状缓解后转成重
型的病人就变少了。”

湖北积极开展新冠肺炎的早期预
防，面向集中隔离点、隔离人员、一线的
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截至13日，
一共发放了43万人份的肺炎预防方以
及36万人份的中成药。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此前已发布消
息，初步证实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
宣肺败毒颗粒、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
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等3个中药方剂
和3个中成药对新冠肺炎有明显疗效。

刘清泉建议，轻症且发热乏力的患
者，适用金花清感治疗；轻症且发热便
秘的患者，连花清瘟治疗更适宜。两者
不能叠加使用，也不建议没病的人吃
药。

中西医结合发挥最佳效用
邱海波是三位专家中的唯一一位

西医，他与刘清泉在ICU里合作救治新
冠肺炎患者，对中西医结合治疗有着经
过实践检验的深刻认识。

“我是重症医学科的医生，最关注
的就是危重和重症病人的救治。起初
我们对新冠病毒并不够了解，治疗措施
很有限，特别是看到病人上呼吸机一周
甚至两周仍无好转迹象时，真的是非常
被动和着急。”1月20日，邱海波一来武
汉就直奔ICU，如何让病人继续支撑下
去，尽可能降低器官损伤，获得恢复的时
间与机会，邱海波开始寻求中医的帮助。

“肺与大肠相表里。”这是邱海波提
到的一句中医原理。

“我发现中医很多提法与现代医学
有共通之处，比如重症胰腺炎的病人，
肚子很胀，肺呼吸也不好。我们把腹胀
解决了，结果发现肺功能也跟着改善
了。其实从西医的角度看，腹胀物理因
素对膈肌的影响加重了肺的功能障碍，
腹胀时肠道大量堆积毒素也会加重肺

损伤，所以把肠道问题解决了之后，肺
功能也就跟着改善了。两者说法不同，
但是原理却是贯通的。”

中药注射液血必净是邱海波最近
关注的一种药，它的作用是阻断新冠肺
炎引起的炎症风暴和微血栓形成。“这
个药很有意思，1月底我们开始在临床
上使用，并按照西药的评价体系去研
究，发现它能使重症肺炎的病死率下降
近8.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结
果。 ”

“其实翻译成中医理论，炎症就是
毒，凝血就是淤。”刘清泉接过了话茬，
在 ICU里，西医起主力军作用，他作为
中医也做足了辅助工夫，一边西医插
管，一边使用中药的情形常常出现。“给
病人喝了中药以后，排便畅通了。护士
们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她们看到我不
但不埋怨，反而都很开心，因为病人指
标变好了。西医中医都是一条心，只要
病人能好起来，需要谁谁就上。”

刘清泉说，能精准的杀死病毒是最
好的办法，在没有特效西药的时候，中
医用的是传统智慧中的“围魏救赵”。
以新冠病毒为例，通过中药调整，改变
病毒生存的人体环境，从适宜转为不适
宜。“病毒待不住，自己就走了，实际上
病就好了。”

中医方舱体验：医病先医心
江夏方舱医院，在这场治疗中是个

独特的存在。
与其他方舱不同，江夏方舱医院的

病人全部吃中药。里面的564个病人，
被 5 个中医院校组成的医疗队承包
了。这里的治疗相对简单，以发中药为
主，输液都很少。除了吃药外，还有很
多特色项目，打太极、练八段锦、针灸、
按摩、穴位敷贴，中药治疗手段一样也
不少。

虽然是中医医疗队承包，但化验检
查、移动 CT 等现代医学设备一样不
少。“该吸氧的还得吸氧，该输液还得输
液，肺部影像还得检查，一些常用基础
西药我们也备着。”据张伯礼介绍，现在

的中医医生以高校培养为主，除了学好
中医理论外，西医课程占40%，真正的
中医学生没有完全不懂西医的。“中国
有两套医学保驾护航。真正把两种医
学吃透了，优势互补，中西医结合不仅
能实现，还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许多新来的病人有恐惧、焦虑、无
助情绪，张伯礼表示，中医医病先医心，
看病之前要先做好服务，抚慰、关心、温
暖病人，建立信心和信任。

“有的病人开始不愿意吃药，结果
隔壁床患者吃完以后退了烧，他也赶紧
吃上了。吃习惯后慢慢觉得中药不那
么苦，症状减轻人也舒服了，就有信心
了，对医生的态度也不一样了。”刘清泉
说，中医方舱的特殊治疗方式，被患者
慢慢接受，越来越多的患者配合治疗，
甚至主动参与到治疗中来，医患关系
变得非常融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例
转重症，没有一例复阳，没有一个医护
人员感染。

张伯礼对于这个结果挺满意。“事
实证明对于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用中药
完全可以达到治疗目的。”

刚出院的患者身体机能往往较弱，
中医也在积极提供康复方案，帮助更多
的患者调理提升免疫力。 3月5日，湖
北省中医院开设了新冠肺炎康复门诊，
采用中医治疗手段，为康复出院的患者
提供恢复期治疗与康复指导。

不仅仅是在江夏，也不仅仅在中国，
面对全球抗疫的情况，中国医疗专家已
携带大量医疗物资驰援意大利、伊拉克
等国家。据张伯礼介绍，此次中国带去
的药品中就有中药连花清瘟和金花清
感，这两种药都源自我国两张古方——
近2000年历史的张仲景《伤寒论》麻杏
石甘汤和清代《温病条辨》银翘散。

张伯礼恳切地说，“这次新冠肺炎
疫情中我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也乐
于跟国际社会分享，只要他们需要。现
在虽然曙光在前，但慎终如始，我们大
家还要再坚持一下，取得最终的胜利。”

（新华社武汉3月16日电）

ICU 内 外 的 中 西 医 合 作
——专家谈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中的重要作用

新华社日内瓦3月16日电 （记
者 刘曲 陈俊侠）世界卫生组织16
日说，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
例数已超过中国数字。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
沙雷维奇向新华社记者证实，截至欧
洲中部时间16日0时（北京时间16日
7时），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
164837 例，其中中国 81077 例，中国

以外83760例。
目前，中国以外累计确诊病例数

最多的是意大利（24747例），其次是
伊朗（13983例）。随后的韩国、西班
牙、法国、德国、瑞士累计确诊病例数
在2000至9000例之间。

由于欧洲多国报告的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数持续攀升，世卫组织13日已
宣布欧洲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震中”。

世卫组织：中国以外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中国

新华社雅典3月15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欧洲记者报道：欧洲各国新冠肺
炎病例数继续增加，防控疫情压力加
大，多国接连出台措施，进一步加强对
境内社会活动和出入境管控，限制一些
国家人员或拒绝外国人入境。

15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
至 24747 例，累计死亡 1809 例，2335
例治愈。西班牙确诊病例达7753例，累
计死亡288例，517例治愈出院。德国
确诊病例增至 4838 例，累计死亡 12
例。法国、瑞士、英国、斯洛文尼亚、奥地
利、罗马尼亚、希腊新增上百例病例。捷
克、爱尔兰、塞浦路斯、摩尔多瓦、克罗地
亚、立陶宛、斯洛伐克等国都有新增病
例。匈牙利出现首例死亡病例。

为防控疫情，欧洲多国开始严控流
动，收紧边境。多国还实施“封城”，严
控内部人员流动。

意大利10日起进入全国“封城”状
态。记者 15 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看

到，多个热门旅游景点门可罗雀，警方
也加强执法力度。约两个小时步行采
访期间，记者遇到4次警察临检，需依
法出示证件及说明出行理由。

15日为西班牙“封城”首日，民众大
都遵守政府指令留在家中。军警在街
上巡逻，监督路人，并对部分未遵守“封
城”令的市民处以罚款。根据西班牙首
相桑切斯14日下达的“封城”令，全国
民众除工作、就医或购买必需品等特殊
情况外必须待在家中，不得外出。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5日宣布，塞
尔维亚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采取包括禁
止外国人入境等措施，但中国医护人员
不在禁止入境名单之列，因为“中国是目
前唯一能帮助塞尔维亚的国家”。此外，
塞尔维亚人回国要接受至少14天的强
制隔离。塞尔维亚还宣布暂时关闭所有
学校和幼儿园，暂停体育活动等。

德国政府15日宣布，将从16日上
午8时起，加强对奥地利、瑞士、法国、

卢森堡和丹麦五国的边境管控。如无
合理原因，将不再允许旅行进出，但货
运交通和跨境工作通勤不受边控影响。

奥地利政府15日宣布暂停与英国、
荷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四国的航班。总
理库尔茨当天宣布，从16日起在全国范
围实施出行限制，要求所有居民进行自
我隔离，没有特殊理由不要离开住处。

希腊总理府15日决定暂时切断与
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的海陆空客运交
通，取消往来意大利的海上客运交通及
往来西班牙的所有航班，禁止所有外国
邮轮在希腊境内港口停泊，但仍允许拥
有希腊国籍或长期在希腊居住者返回
希腊。希腊政府15日强调，除其他法
律后果之外，还将对所有违反疫情防控
规定者处以5000欧元罚款。

克罗地亚也宣布，将视违规次数，
对违反自我隔离禁令者处以8000库纳
至12万库纳不等的罚款（1库纳约合人
民币1.03元）。

塞浦路斯政府15日宣布禁止外国
人进入塞浦路斯本土，除非入境人员持
有所在国卫生部门在过去4天内颁发
的健康证明。获准入境人员将在接待
中心接受为期14天的隔离检疫。

波黑内阁15日决定，从16日起禁
止一些疫情形势严峻国家的公民入境。

罗马尼亚15日宣布，凡是来自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0例国家的入
境者，必须居家隔离14天。

欧盟委员会15日宣布，将限制口罩
等医疗物资出口到欧盟之外。欧盟委员
会主席冯德莱恩还呼吁，各成员国应当
保障货物在欧盟内部市场自由流动，防
止造成供应链中断、威胁民众健康。

（执笔记者 李晓鹏 参与记者
彭立军 袁亮 石中玉 谢宇智 陈
占杰 张保平 林惠芬 凌馨 陈晨
徐永春 张毅荣 左为 杨晓红 于
涛 高磊 郭明芳 王亚哲 蒋雪 张
家伟 王子辰 李骥志 张修智 张琪）

欧洲多国收紧边境或“封城”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新华社北京 3月 16日电 （记者
郑明达）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6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派往意大利的抗
疫医疗专家组受到意方热烈欢迎和高
度肯定，此后专家组将前往意北部受疫
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有记者问：据报道，13日，意大利外长
迪马约、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主
席罗卡在罗马红十字会总部举行新闻发

布会欢迎中国援意专家团队。你能否介
绍中国援意专家团队在意开展工作情况？

耿爽说，为帮助意大利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中国政府决定向意大利派遣抗
疫医疗专家组。专家组一行9人携带
医疗防疫物资和设备于3月12日从上
海出发抵达罗马。据了解，专家组抵意
后即马不停蹄开展工作，根据意大利疫
情形势同意大利卫生部、红十字会、高

等卫生研究院及罗马国家传染病医院
等就病患救治、药物使用、院感控制分
享经验，同意方工作人员就提高公众、
医护人员防护意识，明确医疗机构防护
层级交换意见。

“专家组刚开展工作短短几天，已经
受到意方热烈欢迎和高度肯定。”耿爽说。

耿爽说，专家组此行也带去了中国
政府对旅意中国公民的暖心援助。在同

意方繁忙的交流期间，专家组专门安排
面向旅意侨胞、留学生的视频辅导，向大
家介绍新冠肺炎的症状特点、预防常识
和治疗手段，直播观看量近70万次，相
关视频已通过多家境内外主要网站转
载。专家组还专程探望了意方收治的中
国籍新冠肺炎康复患者。“此后还将继续
向旅意中国侨民传授防疫经验，并前往
意北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外交部：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受到意方热烈欢迎和高度肯定

3月 16日，在韩国大邱，当地居民戴着口罩在逛西门市场。韩国疾病管理本
部16日上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5日0时至16日0时，韩国新增74例
新冠肺炎病例，新增治愈303例。至此，韩国累计确诊病例数增至8236例，累计死
亡75例，治愈1137例。 新华社发

韩国新冠肺炎病例增至8236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