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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底

◆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
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12月30日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向辖区医疗机

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
的紧急通知》。

12月31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凌晨作出安

排部署。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市，
指导做好疫情处置工作，开展现场调查。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官方网站发
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发现27例病例。提示公众尽量避免到封
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集中地
方，外出可佩戴口罩。

◆当日起，武汉市卫生健康委依法发
布疫情信息。

2020年1月

1月1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疫情应对处

置领导小组，此后每日召开领导小组会
议。

1月2日
◆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收

到湖北省送检的第一批4例病例标本，即
开展病原鉴定。

◆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不明原因的
病毒性肺炎防控“三早”方案》。

1月3日
◆当日起，中方定期与世界卫生组

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以及中国港澳台
地区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

◆中方开始定期向美方通报疫情信
息和防控举措。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官网发布《武
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不明原因的病
毒性肺炎情况通报》，共发现44例不明原
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中国疾控中
心等4家科研单位对病例样本进行实验
室平行检测，进一步开展病原鉴定。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湖北省卫生
健康委制定《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
方案（试行）》等9个文件。

1月4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湖北省卫生

健康部门制定《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
疗救治工作手册》，印发武汉市所有医疗
卫生机构，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相关培
训。

◆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与美国疾控
中心主任通电话，介绍疫情有关情况。双
方同意就信息沟通和技术协作保持密切
联系。

1月5日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官网发布关

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情况通报，共
发现59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
根据实验室检测结果，排除流感、禽流感、
腺病毒、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和中东呼吸
综合征等呼吸道病原。

◆中方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信
息。

◆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就中国武汉出
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进行通报。

1月6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卫生健康

工作会议上通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有关
情况，并要求加强监测、分析和研判，及时
做好疫情处置。

1月7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召

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对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提出要求。

◆中国疾控中心成功分离首株新冠
病毒毒株。

1月8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评估组初步

确认新冠病毒为疫情病原。
◆中美两国疾控中心负责人通电话，

讨论双方技术交流合作事宜。
1月9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评估组对外

发布武汉不明原因病毒肺炎病原信息，病
原体初步判断为新型冠状病毒。

◆中方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信
息，将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疫情病
原学鉴定取得的初步进展分享给世界卫
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发布关于中国
武汉聚集性肺炎病例的声明，表示在短时
间内初步鉴定出新型冠状病毒是一项显
著成就。

1月10日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专

业机构初步研发出检测试剂盒，武汉市立
即组织对在院收治的所有相关病例进行
排查。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与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就疫情应对处
置工作通话。

◆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与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通话，交流有关信息。

◆中国疾控中心将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引物探针序列信息通报世界卫生
组织。

1月11日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不明

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情况通报。
1月12日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情况通报中
首次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更名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国家卫
生健康委指定机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
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
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全球共享。

◆国家卫生健康委与世界卫生组织
分享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

1月13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会议，部署指

导湖北省武汉市进一步强化社会管控措
施，加强口岸、车站等人员体温检测，减少
人群聚集。

◆港澳台考察团赴武汉市考察（至14
日）。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发布：
截至1月12日24时，武汉市累计报告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

◆世界卫生组织在官网发表关于在
泰国发现新冠病毒病例的声明指出，中国
共享了基因组测序结果，使更多国家能够
快速诊断患者。

1月14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电视电

话会议，部署加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
工作，做好全国疫情防范应对准备工作。

1月15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第一版诊疗方案、防控方
案。

1月16日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诊断试剂

优化完成，武汉市对全部69所二级以上
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和留观治疗的患者进
行主动筛查。

◆外国记者首次在外交部例行记者
会上问及疫情。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
积极向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有
关国家通报相关疫情信息，保持着密切沟
通。

1月17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7个督导组

赴地方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1月18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以钟南山为

组长的国家医疗与防控高级别专家组赶
至武汉实地考察疫情防控工作（至 19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第二版诊疗方案。

1月19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各地发放核酸

检测试剂。
◆美国疾控中心就疫情防控中的有

关情况与中国疾控中心沟通。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凌晨通报：截至

1月17日24时，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病例62例，已治愈出院19
例，在治重症8例，死亡2例。

1月20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要及时
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出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时强调，压实属地防控
责任，强化防控措施落实，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健康，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凌晨通报：截至
1月19日22时，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病例198例，已治愈出院25
例，死亡3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高级别专家
组召开记者会，组长钟南山代表专家组通
报，“现在可以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现
象。”“除非极为重要的事情，一般不要去
武汉。”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将新冠
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
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将新冠
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
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二版）》。

◆香港城市大学遗传分析显示
2019-nCoV的动物起源仍待确定。相
关研究结果当日在bioRxiv预印版平台
发表。

1月21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始每日在官方

网站、政务新媒体平台发布前一天的疫情
情况，至3月31日，共发布71次。2月3
日起英文网站同步发布，至3月31日，共
发布58次。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将应世界
卫生组织邀请，派代表参加《国际卫生条
例》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等情况。

◆广东省人民政府举行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及应对防控情况通报
会。钟南山在通报会上表示，“现在已经
知道它出现人传人了，要做的一个事情就
是对患者严格隔离，对紧密接触者的密切
追踪，这恐怕是最重要的。”“到现在为止，
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针对性的有效治疗
药物。”

◆世界卫生组织在官网发布消息说，

1月20日至21日派团对中国武汉进行了
现场考察，到访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中南
医院和湖北省疾控中心。中国专家与世
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世界卫生组织
西太区办事处事件管理主任巴巴图德等
考察团成员分享了包括病例定义、临床管
理和感染控制在内的一系列规程，可用于
国际指南的制定。

◆中国疾控中心周报（英文版）首次
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病原学特征，并展示3
株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军
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
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研究团队在《中国科
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论文《武汉地区
的新型冠状病毒进化来源及与人ACE2
蛋白作用并介导传染人的分子作用通
路》，评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人传人
能力，为尽快确认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制
定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

1月22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法国

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马克龙表示，法方支
持中方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愿同中方加强卫生合作。习近平表
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中方采取严密的防控防治举措，及时
发布疫情防治有关信息，及时向世界卫生
组织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
息。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有效应对疫
情，维护全球卫生安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德国
总理默克尔通电话。默克尔表示，德方赞
赏中方及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保持公开透明，并积极开展国际合
作。德方愿向中方提供支持和协助。习
近平表示感谢，强调中方愿同包括德方及
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第三版诊疗方案，细化了中
医治疗方案相关内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和防控工作情况，
原则上建议外面人不要到武汉，武汉市民
无特殊情况不要出武汉。

◆中方应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与其他
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一道，参加《国际卫生
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与会各国、
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有关专家在会上分享
疫情信息，并对疫情进行科学研判。

◆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美方通报，美
国国内发现首例确诊病例。

◆中国疾控中心周报（英文版）首次
报道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病学调查结
果。

◆英国医学理事会格拉斯哥大学病
毒研究中心和西安交通大学利物浦大学
合作，根据序列分析新冠病毒可能来源于
蝙蝠而不是蛇。相关分析结果于1月22
日在病毒学论坛virological公布。

◆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开发的2019新
型冠状病毒信息库正式上线，发布全球新
冠病毒基因组和变异分析信息。

1月23日
◆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1号通

告，10时起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
闭。

◆交通运输部紧急通知，全国暂停进
入武汉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发班。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发布《关
于严格预防通过交通工具传播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的通知》，要求做好汽车、
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和车站、机场、码头
等重点场所卫生管理工作，最大限度防止
疫情扩散蔓延。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金银
潭医院、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团
队发现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与
SARS-CoV的序列一致性有79.5%。相
关结果当日在bioRxiv预印版平台发表。

1月24日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医学科学

院、武汉金银潭医院等研究团队在英国
《柳叶刀》杂志发表《武汉地区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者临床特征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社
交媒体表示，感谢中国政府的配合与透
明，中国政府成功锁定病毒基因组，并快
速分享给了国际社会。

◆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家
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共同建成“新型冠状病
毒国家科技资源服务系统”，发布新冠病
毒第一张电子显微镜照片和毒株信息。

1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农历正月初一，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
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
再部署、再动员。会议决定，党中央成立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党中央向湖
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
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用、旅游、
家庭、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居家观察
等6个公众预防指南。

◆国家卫生健康委复函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欢迎世界卫生组织派遣
国际联合专家组，与中方合作加强疫情防
控。

◆由中国疾控中心领衔，多家医院和
科研机构联合发表论文《2019年中国肺
炎患者的新型冠状病毒》，通过全基因组

测序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乙型冠状病
毒属病毒，它成为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
毒科中的第七个成员。

1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
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
神，进一步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
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通报疫
情形势，介绍联防联控工作情况。他说，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有增强趋势，疫
情形势严峻复杂，处于防控关键时期。传
染源还没有找到，传播致病的机理以及病
毒变异情况还不清楚，不排除一段时期病
毒发生变化的可能。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就
湖北省武汉市暂停运营城市公交、地铁、
轮渡等可能限制国际旅行的措施向世界
卫生组织西太区提供详细信息，并给出采
取上述措施的公共卫生理由。

1月27日
◆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为组长的

中央指导组进驻武汉，在汉期间多次就公
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提出要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有关情
况。当日起，每日组织召开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通报前一日31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
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当日解除医
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新增重症病例、新
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隔离治疗、重
症病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累计治愈出
院、累计死亡病例、现有疑似病例、累计追
踪到密切接触者、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以及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
病例等相关数据。

截至3月31日，共举办65场，内容涉
及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攻关等众多
领域，69个部门相关负责人回答中外媒
体779个问题，广泛回应外界关切。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应约
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通话，
就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交流。

1月28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习近平指
出，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
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
态度及时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积极回
应各方关切，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中方
愿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
维护好地区和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三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派出医疗队支援湖北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情况。

◆外交部为外国驻华使馆（团）举行
首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通
报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及外交部通报了
疫情形势及中方防控努力，并现场回答了
提问。与会各国使节和代表对中方举办
通报会予以积极评价，赞赏中国政府在应
对疫情问题上采取的坚决果断举措，以及
展现的公开透明和负责任态度，表示愿与
中方加强沟通协调，配合中方防控努力，
共同维护地区和国际卫生安全。

1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进一步研究疫情防控形势，
部署有针对性加强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蓬佩奥对疫情发
生后中方及时回应美方关切表示赞赏。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预防公众指导建议有关情况。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团队
有关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的论
文正式被英国《自然》杂志接收。

◆中国疾控中心在美国《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发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病学特征
分析文章。

◆武汉金银潭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研究
团队在英国《柳叶刀》杂志发表《中国武汉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99例流行病
学及临床特征的描述性研究》文章。

◆中国疾控中心等研究团队在英国
《柳叶刀》杂志发表《2019年新型冠状病
毒的基因组表征和流行病学：对病毒起源
和受体结合的影响》，对来自中国武汉9
名确诊患者的10个2019-nCoV基因组
序列进行了新的遗传分析。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
团队等在bioRxiv预印版平台发表文章，
介绍通过计算机辅助模拟药物筛选的研
究结果。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等在
medRxiv预印版平台发表文章，介绍根
据中国疾控中心每日报告的病例数分析
疫情发展趋势的研究结果。

1月30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中的运输保障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通过官方渠道告
知美方，欢迎美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
专家组。美方当天即回复表示感谢。

◆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在美国《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早期传播动力学》，
通过对425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数据研
究，揭示了疫情发生至1月22日新冠病
毒的传播规律。

1月31日
◆新华社报道，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部署做好春节后错峰返程加
强疫情防控等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重症患者集中救治方案》，
最大限度降低重症患者病亡率，提高治愈
率。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重点人群和社区组织的健康
防护情况。

2020年2月

2月1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

前应约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
话。李克强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
心、有决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我们愿同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
会加强信息、政策沟通和技术交流，开展
相关合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孕产妇、婴幼儿和托育机构的
健康防护情况。

2月2日
◆新华社报道，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部署地方因防控工作需要灵
活安排工作、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市场
保供，加大对湖北重点地区医疗防控物资
支持力度。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公共场所、交通工具以及不同
风险人群的健康防护有关情况。针对确
诊患者粪便中发现病毒，中国疾控中心专
家说，这个现象说明病毒可以在消化道复
制并且存在，但是不是通过粪口传播，或
者通过含有病毒的飞沫形成气溶胶的方
式再传播，需要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进一
步证实。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致函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就双方
卫生和疫情防控合作再次交换意见。

2月3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下一步疫情
防控工作。习近平的这次重要讲话发表
在《求是》杂志2020年第4期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疫情防控重
点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保障情况举行新
闻发布会。针对公众最关注的口罩供应，
工信部表示，目前国内口罩企业产能恢复
率在60%左右。虽然医用N95口罩仍然
紧缺，但通过扩大国内生产、加紧国际采
购等方式，供给数量不断上升。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的网络在线、电话热线等社会
心理服务有关情况。

◆在外交部举行的首场网上例行记
者会上，发言人应询介绍了一些国家向中
方捐助疫情防控物资情况，并表示，中方
高度重视保护在湖北武汉的各国公民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及时解决他们的合理关切和要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东盟-中日韩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电视电话卫生发
展高官会议上介绍疫情总体情况，提出下
一步合作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第146
届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中国常驻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
在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协作。

◆截至当日，中方向美方通报疫情信
息和防控措施30次。内容包括同美国疾
控中心在华项目负责人实时分享中方诊
疗方案、防控方案、中国与全球分享防控
经验知识库链接等多个方面。

◆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接待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有关学者来访。

◆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中心
医院、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研究
所、武汉市疾控中心、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等研究团队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一种
与中国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新型冠状病
毒》。

2月4日
◆新华社报道，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部署提高湖北武汉收治率治
愈率、降低感染率病亡率措施，进一步做
好医疗资源和生活物资保障供应。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重症患者医疗救治有关情况。关于当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亡率，国家卫生健康

委相关负责人说，截至3日24时，内地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
20438人，累计死亡425人。根据这个数
字推算，内地确诊病例的病亡率是
2.1%。国家卫生健康委针对重症病例救
治尤其是湖北武汉重症病例不断增加的
形势，集中各方资源，尽最大努力提高收
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应约与美国
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通电话，
交流疫情信息。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与哈佛大学
首次就新冠肺炎进行科研合作交流。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军事
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等研究团队在《细
胞研究》期刊发表《瑞得西韦和磷酸氯喹
能在体外有效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2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
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
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
障。习近平的这次重要讲话发表在《求
是》杂志2020年第5期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柬埔寨
首相洪森。习近平指出，患难见真情。在
这个特殊时刻，柬埔寨人民同我们站在一
起。西哈莫尼国王和莫尼列太后专门向
我们表达慰问和支持，首相先生更是多次
力挺中方，今天又特意来华访问，体现了
牢不可破的中柬友谊和互信，诠释了患难
与共这一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

◆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发布《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
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医疗物资保障的生产、调度、进
口等相关工作最新进展，解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
版）》。

◆外交部相关负责人在北京会见俄
罗斯防疫专家代表团时表示，中方致力于
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本着公开透明原
则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两国开展防
疫交流和联合攻关，必将有助于赢得这场
抗疫战的胜利。

◆外交部相关负责人在会见法国驻
华大使罗梁时，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最新情况，并表示在华法
国公民的生活和健康是有保障的。希望
法方本着理性、冷静、科学的态度看待和
支持中方应对工作。

◆外交部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举行
第二次驻华使馆（团）通报会，通报会通过
网上平台进行，180余个驻华使馆（团）代
表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及外交部通报
疫情形势及中国政府抗击疫情努力，并回
答了使节们关心的问题。

2月6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沙特

国王萨勒曼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方将
继续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同包括沙特
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有效应对疫情，维
护世界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

◆新华社报道，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部署进一步有针对性加强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有序做好恢复生产保障
供应工作。

◆外交部相关负责人约见英国驻华
大使吴百纳，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最新情况，强调中方有信
心、有能力、有把握最终战胜疫情。包括
英国在内的外国公民在华的生活和健康
是有保障的。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把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始终
本着公开、透明和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及
时通报信息，加强国际合作，建立举国体
制，集全国之力，以最严格和最彻底措施
抗击疫情。当日起，外交部发言人开始在
例行记者会上通报前一日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的病例统计情况。

2月7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美国

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中方不
仅维护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
维护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
们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向世
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和
地区作了通报，并邀请世界卫生组织等相
关专家前往武汉实地考察。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重点地区疫情防控
工作、提高收治率治愈率和降低感染率病
亡率等相关情况。

◆外交部相关负责人在会见欧盟驻
华代表团团长郁白时，介绍了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最新情况，强调
中方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
度同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通报信息、
分享数据，加强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参加世界卫生
组织举办的非正式专家电话会议以及流
行病学工作组专家电话会议。

2月8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亚太经合组织

卫生工作组会议上介绍中国防疫努力和
措施。 （下转7版）

中国发布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