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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3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老挝人
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祝贺老挝人民革
命党成立65周年。贺电说：

65年来，老挝人民革命党团结带领
老挝人民，成功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统
一，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的辉

煌成就。相信在以本扬总书记为首的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老挝
党和人民将不断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
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以
优异成绩迎接老挝党十一大胜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展中老关
系。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同本扬

总书记共同签署《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
行动计划》，为新时代中老关系发展指
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近期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老挝党、政府、社会各界
第一时间向中方表示慰问，并提供援款
和物资帮助，生动诠释了守望相助、同
舟共济的中老命运共同体精神。

中国共产党愿同老挝人民革命党
一道，落实好两党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
识，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深化
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拓展各领域务实合
作，推进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两
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新发展，为人类进
步事业作出新贡献。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老挝人民革命党成立65周年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目前，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
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对此，国际社会认为，这给其他国家战胜
疫情带来信心和希望。

疫情防控卓有成效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1日，疫情重灾区湖北省

连续4天新增确诊病例为零。国际社会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抗疫
行动果断高效。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学者胡逸山说，中国在防控
疫情方面采取了最佳举措，并在扭转疫情后的短时间内向其他国
家提供援助，为全球抗疫合作开了好头。

波兰前驻上海总领事、中国问题专家沙法什说，持续向好的
疫情防控形势和生产生活的稳步恢复说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抗
击疫情行动的坚决高效。

以色列哈伊姆·谢巴医疗中心教授埃亚勒·莱谢姆说，中国政
府应对疫情措施非常有效，实现了湖北新增病例为零这一鼓舞人
心的目标。

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和
人民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即将赢得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

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刘迪认为，中国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已经
过去，抗疫形势已好转，这有赖于中国政府的动员力、全国人民对
疫情防控措施的积极配合以及具有高度奉献精神的高水平医疗
队伍。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教授伊斯马特·别克穆
拉托夫说，湖北实现新增病例“零报告”一方面说明新冠肺炎可防
可控可治，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抗击疫情取得了巨大成功。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所长彼得·德赖斯代尔
表示，湖北新增确诊病例连续多天“零报告”，给其他正在抗击疫
情的国家和地区带来希望。

生产生活加快恢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日前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研究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英国智库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吉姆·奥尼尔说，中国正
在让经济发展逐步重回正轨，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毛里西奥·桑托罗
说，中国的经济活动正在逐步恢复，将对当前艰难的世界经济恢
复作出贡献。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认
为，随着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的新阶段，中国及时恢复生产，给世
界其他国家抗疫注入了强心剂；中国生产的口罩、防护服等各种
医疗物资成为世界战胜新冠病毒的重要物资保障。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爱德赫雷·卡文斯认为，中国遏制新冠
肺炎疫情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中国的复工复产为世界抗疫注入新的活力。

赞比亚外交与国际研究学院前院长米谢克·姆万扎说，湖北实现确诊病例零新增是
一个里程碑，表明中国已经找到切实可行应对疫情的措施；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中国的
生产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

英国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教授艾伦·巴雷尔说，中国经济具备在疫情过后迅速反弹
的能力，虽然中国经济恢复原先的发展速度需要一定时间，但中国的长期发展前景令人
充满信心。

（参与记者：梁辉、张章、桂涛、陈序、姜俏梅、陈文仙、尚昊、王丽丽、徐烨、王瑛、储信
艳、赵宇鹏、蔡国栋、赵焱、陈威华、岳东兴、白旭、孙晓玲、于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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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疫情信息，截至北
京时间21日，全球已有182个国家和
地区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过26
万人被确诊感染病毒，死亡病例过
万。多国继续升级防控措施，防止疫
情扩散。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22
日一天内两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
升级疫情防控措施。莫里森说，澳政
府决定立即建议民众取消在澳境内所
有“非必需”旅行，但涉及基本物资保
障、医疗救治以及保持社会运转所必
需的旅行和活动不受限制。同时，政
府要求各地强化实施“社交疏远规定”
措施，将每月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预
计该措施要施行至少6个月。另外，从
当地时间23日中午起，澳将关闭包括
影院、室内体育馆、健身房等文体娱乐
聚集场所，规定饭店和咖啡馆只允许
做外卖业务。

据赤道几内亚政府官方网站21日
公布的政令，赤几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
已调拨50亿中非法郎（约合820万美
元），成立抗击疫情全国应急基金。

卢旺达总理办公室 21日发表声
明，自当地时间21日 23时 59分起两
周内，采取更严格管控措施，包括关闭
边境、禁止居民不必要流动等。从境
外返卢的本国公民需在指定地点接受
检测并强制隔离14天。此外，除基本

服务和医疗救治业务外，禁止本国境
内跨地区旅行。除提供基本服务的人
员外，所有公共和私人公司员工均应
在家工作。

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21日要求
民众实行自我“禁足”，如非“极其必要”
应避免外出。包括军队和警察在内的黎
安全部队将进行分段巡逻、设立道路检
查站等，以确保“禁足”令实施。

新西兰自 22日起关闭全国所有
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和
健身中心等。新西兰政府还规定，在
疫情期间营业的餐馆、酒店等须对所
有顾客进行入场登记，就餐时人与人
之间至少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所罗门群岛政府宣布，从 22 日
起，非该国公民禁止入境，在境外的本
国公民和居民如从有确诊病例的国家
返回，必须强制隔离14天。所有邮轮
和游艇在未来90天内不得进入该国。

泰国民航局宣布，自 22 日凌晨
起，所有来泰航班的旅客在办理登机
手续时须出示 72小时内有效的医学
健康证明、健康信息卡及保额至少为
10万美元的医疗保险单；抵泰后，旅客
须下载泰国政府推出的手机软件以便
有关部门进行追踪，并须在下榻酒店
内自行隔离14天。

（参与记者：岳东兴、白旭、乔本
孝、张改萍、李良勇、郭磊、卢怀谦、郝
亚琳、陈家宝）

各国继续加强防控措施
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

3月 21日，在希腊雅典国际机场，工作人员从国航飞机上卸载中国援助希腊的医疗物资。当日，一批中国政府援助希腊
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物资空运抵达雅典国际机场。同机运抵的还有由中国企业和社会各界向希腊捐赠的物资。

新华社发

中国向希腊援助抗疫医疗物资

□新华社记者

近期海外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是否
会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目前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组合拳”落地情
况如何？应对国际疫情影响，金融系统
未来将如何继续发力？在国务院新闻
办22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金融部
门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有关情况，回应
市场热点。

判定全球金融危机为时尚早 我国
金融市场展现韧性

随着海外疫情扩散，全球金融市场波
动明显加剧，是否已经进入全球金融危
机？“目前断定全球已经进入金融危机还
为时尚早。”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说。

近期A股市场展现出较强韧性和
抗风险能力。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
目前上市公司复工率已经超过98%，金
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股市估值处于
历史低位，外部环境影响是阶段性的，
不会改变中国资本市场平稳向好趋势。

对于市场普遍关注的外资流动情
况，李超指出，今年以来A股外资净流
出仅200多亿元，债券市场还有小幅流
入。近一个月市场感受外资流出金额
相对较大，是因为去年外资流入较为集
中、数额较大，拿近一个月数据去比较
反差较为明显，实际上规模并不大。

“目前外资占A股市场流通市值不
到4%，交易占比也不是非常大，其流动
会带来扰动，但是不会带来颠覆性、根
本性冲击。”李超说。

与此同时，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表
现也同样较为稳健。近期全球主要非

美元货币出现不同程度贬值，相比之下
人民币汇率虽小幅贬值，但总体保持稳
定。陈雨露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
未来预期仍在 7元左右，继续双向浮
动。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运行总体平
稳。”陈雨露介绍，2月以来，债券市场违
约规模维持在正常水平，其中首次违约
企业的家数比去年同期明显减少。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会否对我国银
行业、保险业造成影响？银保监会副主
席周亮介绍，目前两行业总体运行平
稳，还会继续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
势头。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保险公司偿
付能力充足率分别达14.6%和 247%，
风险抵御能力和应对资源非常充足。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组合拳”正在
显效

针对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
需求，金融体系支持情况如何？

“政策组合拳正在产生显著成效，我
国金融体系运行总体平稳，金融市场预期
稳定，货币信贷平稳较快增长，国民经济
经受住了疫情冲击，也为全球经济金融的
稳定作出重大贡献。”陈雨露说。

他介绍，前期设立的3000亿元专
项再贷款已经支持疫情防控重点企业
超5000家，企业获得优惠利率贷款超
2000 亿元，实际融资成本在 1.26%左
右。前期增加的5000亿元再贷款、再
贴现额度，目前已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
款超1300亿元，贷款利率水平明显低
于国务院4.55%的要求。

陈雨露说，通过积极引导市场利率
的下行，企业贷款实际利率水平也在明
显下降。2月一般贷款利率是5.49%，

比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前下
降了0.61个百分点。

“我国实体经济已经在边际改善。”
陈雨露表示，3月以来实体经济持续向
好，估计二季度各项经济指标会出现显
著改善，中国经济增长会较快地回到潜
在产出附近。

目前我国银行机构为抗击疫情提
供的信贷支持已经超过1.8万亿元。1
至 2月，银行业新增制造业贷款 2500
亿元，明显高于上年同期增幅。“自1月
25日以来，20%左右的中小微企业到期
贷款本息已经享受到了延期还款的安
排。”周亮说。

“对偿付能力充足率比较高、资产
匹配状况比较好的保险公司，允许其在
现有权益投资30%上限基础上适度提
高权益类资产投资比重。”他表示，银保
监会已出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系列政
策，包括支持疫情防控的企业恢复和扩
大产能，对受疫情影响的个人消费贷款
灵活调整还款安排，通过临时性延期还
本付息安排帮助符合条件、暂时遇到困
难的企业渡过难关等。

资本市场同样在持续发力。李超
介绍，今年前两个月，交易所市场股票、
债券合计融资约 1.3 万亿元。其中，
IPO完成发行38家，募资724亿元，再
融资 901 亿元；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
1.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0%。

积极应对海外疫情影响 持续深化
金融改革开放

近期一些国家较大幅度降低利率，
市场普遍关注中国货币政策下步走向
如何？陈雨露透露，下一步央行将分阶
段把握货币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始

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特别是要实现
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
增速基本匹配。

陈雨露表示，要充分发挥好结构性
货币政策的独特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对产
业链核心企业以及上下游中小微、民营企
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将运用好定向降
准等政策，发挥对金融机构的激励引导作
用。同时加大对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发行
金融债券的支持，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整
体信贷投放意愿和能力。

他强调，要继续推进LPR改革，以
此引导贷款实际利率不断下行，积极引
导银行体系适当让利给实体经济，让

“稳经济”和“稳金融”实现共赢。
在回应资本市场改革是否会放缓

时，李超说，创业板改革的相关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将重点抓好注册制这条主
线，已经公布的资本市场改革12项重
点工作也将持续加大推进力度。

未来银行业保险业如何持续高质
量发展？周亮表示，将持续加大不良贷
款处置力度、压降高风险业务等。同时
在深化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
改革、推动规范银行保险机构股权管
理、支持银行保险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
等方面发力。

对于外汇市场的稳定发展，国家外
汇局副局长宣昌能表示，将加快推进各
项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落地见效，
持续优化外汇营商环境。同时，进一步
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
位一体管理框架，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
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记者：刘慧、吴雨、李延霞、刘开雄）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金融市场运行平稳、支持政策逐步显效、改革开放稳步推进
——金融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应热点

“每年这个时候你们都上门来帮我们检查用电设备，
真是服务到家了，有了你们的贴心服务，春灌用电就不用
发愁啦。”3月18日下午，西白音塔拉村村民岑先生对巴
彦塔拉供电所“助耕”服务队主动上门服务表示感谢。

北方地区播种耕种灌溉等春季农事用电时期即将到
来，为保障供电区内春耕春灌用电需求和用电安全，该所
紧扣农时，明确支农助灌工作重点，采取多种积极措施，

全力服务春耕保灌工作。在两个农排集中区，巴彦塔拉
供电所服务队员们对漏电保护器、浇地水泵、地理线路、
配电箱等用电设备进行精心梳理、逐项排查，及时消除隐
患，严防用电设备“带病”上岗。

截至目前，该所已检修待投运低压线路5条，更换漏
电保护器12个，处理安全隐患42处。

（孙立伟）

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司巴彦塔拉供电所
做好疫情防控助力春耕生产

为加强输电线路规范化管理，确保企业复工复产期间
输电线路在恶劣天气、重载等时段的安全可靠运行，国网
扎鲁特旗供电公司提早动手，结合春检准备工作开展了输
电线路专项隐患整治排查工作。

在全旗企业复工复产期间，保障输电线路安全稳定运
行责任巨大。为了确保本次专项隐患整治排查工作取得

实效，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对输电线路通道
交跨、树木隐患，鸟窝等各种问题进行了隐患排查。对管
辖范围内的25条66kV输电线路，特别是重要线路及途径
各乡镇范围内的所有输电线路集中进行排查，对可能危及
电力设施安全的隐患、缺陷进行整治排查，确保复工复产
期间重要输电线路通道安全稳定运行。 （伊德日根）

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
全力保障全旗复工复产期间输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近日，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司乌力吉木仁苏木防疫

卡点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战士们”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
乌力吉木仁供电所白音图门嘎查辖区的电工杨海山和妻
子斯琴图雅一起精心准备了“暖心防疫大礼包”热气腾腾
的饺子和奶茶，为料峭春寒带来了浓浓暖意，熨帖了卡点
执勤工作人员的辛劳。

自疫情发生以来，各苏木的卡点执勤工作人员毅然

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以我将无我的精神，主动担
当、迎难而上，筑起一道道防线。

执勤的工作人员吃着热气腾腾的爱心食物，心情无
比激动，纷纷表示，一定牢记宗旨，不辱使命，将群众的关
心和厚爱化为工作的动力，切实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坚决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生命保卫战”！

（姚国磊）

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司乌力吉木仁供电所用爱心驱散春寒

“这都是咱们的好兄弟，疫情严重时几乎每天都能见
到，袁局长更是首当其冲，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不仅安排
税务人员参与防控值守工作，还时不时帮忙补充抗疫物
资，现在还给我们送来这么多慰问品，等疫情结束了，我一
定要大大地做一面锦旗给兄弟们！”紧紧握着五原县税务
局局长袁伟的手，五原县胜景苑物业公司办公室主任刘记
蛇高兴地说。

3月19日，五原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袁伟带领税
务干部深入基层疫情防控一线，看望仍旧在社区值守点
辛勤值守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
间挺身而出的无私付出，感谢他们认真负责、严防死守的

辛勤工作，并为一线抗疫工作人员送上酸奶、方便面、罐
头等物资及慰问金，在仍旧寒冷的时节为家园守护者们
送上一份温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五原县税务局闻令即动，由
县局一把手挂帅，积极参与五原县疫情防控阻击战，安排
67名税务干部参与县城3个社区的防控值守工作，还积极
组织税务干部捐款捐物，帮助解决防疫物资紧缺的困难。

本次慰问活动共为五原县税务局2个包联社区的35
个疫情防控值守点工作人员送上慰问品，袁伟局长代表五
原县税务局全体税务干部对值守人员致以了最衷心的感
谢。 （王舒媛）

五原县税务局慰问社区抗疫值守人员

新华社日内瓦3月
21 日电 （记者 刘
曲）世界卫生组织21日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达184657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
报告显示，截至欧洲中
部时间20日23时59分
（北京时间21日6时59
分），中国以外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31884例，达到184657
例；中国以外死亡病例
较前一日增加1336例，
达到7923例。

全球范围内，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
增 加 32000 例 ，达 到
266073例；死亡病例较
前一日增加1344例，达
到11184例。

随着新冠肺炎全球
确诊病例持续快速增
加，世卫组织欧洲、西太
平洋、非洲区域办公室
多名负责人呼吁全球团
结一致抗击新冠肺炎。
世卫组织认为，确保国
际合作、卫生投资以及
社区参与是有效应对疫
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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