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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贽 刘丽娜 包尔文

确诊人数突破100万！病亡人数
突破6万！一场历史罕见的新冠肺炎
疫情正在全球肆虐。

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这是挑战严
峻的时刻；这是呼唤行动的时刻；这更
是亟需合力的时刻。

全球抗疫，对各国是无法回避的大考，
同时提出了世界必须直面的时代之问。

如何全力做到“生命至上”

针对这一攻击全人类的大流行病，
目前还没有特效药物，也没有成熟疫
苗。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生命损失，是
各国正在面对的首要考题。

全力攻关疫苗研发、迅速补充医卫资
源、强化公共应急能力、提高行政运转效
率、出台政府强力约束措施……所有选项
纷纷出台，只要能尽可能多地挽救生命。

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打
一场抗击疫情、拯救生命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中国经验，为全球关
注；中国方案，为全球借鉴。

如何尽力避免“经济雪崩”

这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使
全球经济活动的热度骤然降温，金融市
场的风险空前集聚。如何在控住疫情
和稳住经济中求得两全，对各国和世界
是重大考验。

有过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
验，全球经济金融抗风险的机制和能
力已得到强化，主要中央银行纷纷祭
出最强力货币政策，不久前举行的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各国共同
承诺 5万亿美元财政刺激。尽管如
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前景
仍十分担心。

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实施
有力有效财政货币政策，保持各国货
币汇率基本稳定，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
定……中国倡议，正在成为应对方案。

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放宽市场
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扩大进
口，扩大对外投资……中国行动，正在
注入重要动力；中国举措，为世界经济
增添暖色调。

如何用好抗疫“国家力量”

面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风险和
利益诉求不一的多元社会，如何权衡利
弊，用好“国家力量”发挥“强制作用”，
也是各国面临的一道考题。

“群体免疫”“佛系抗疫”，部分欧美
国家在疫情前期的政策选择引发诸多
讨论。事实说明，一国如果更快更好发
挥行政安全、医疗科研、信息披露等与
强制力、公信力密切相关各系统作用，
疫情防控效果就相对更好；反之，则出
现疫情加剧的艰难局面。

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最全
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在较短
时间内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取得了
重大阶段性成果，并为全球防控争取了
宝贵的“时间窗口”。

如何有效开展“全球抗疫”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国
际社会只有凝聚合力，才能战而胜之。
能否以全球思维应对疫情，真正携手合
作战疫，也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道重大
考题。

“这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对抗，而不
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国际有识之
士呼吁，面对危机，必须跨越以邻为壑的
旧思维陷阱。“团结！团结！团结！”世界
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多次大声疾呼。

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重要作用，
加强防控信息和经验交流互享，加快科
研攻关合作，推动完善全球卫生治理。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面对这一考题，中国给
出自己的答案。

如何凝聚社会“抗疫共识”

疫情冲击来临，如何看待和处理个
人自由与群体安全的关系？这个问题
已在很多国家的疫情管理实践中凸显
出来。

居家隔离、“封城封国”，成为不少
国家遏阻疫情蔓延的有效办法。另一
方面，这些举措限制了一些个人自由，
甚至在一些地方引发民众不满。

有识之士普遍认可：当生存与安全
受到威胁，自由将不可避免受到更多约
束。过度强调个人自由，无疑会影响疫
情防控，危及更多生命。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
芬·沃尔特认为，世界各国政府需要采
取紧急措施来应对这一场流行病危机，
中国的应对措施非常有效。

如何让信息流“去伪存真”

在这场罕见疫情中，如何有效管理
网络信息，让疫情防控和社会管理不被
各种谣言和不实信息干扰，也成为各国
直接面对的一个复杂考题。

真相，让人们了解实情，助力抗
疫。谣言、歧视以及抹黑则会加速“心
理病毒”的全球扩散，抑或制造矛盾、挑
起纷争，干扰抗疫国际合作。

危机中，民众渴求来自权威机构的
专业及时信息，透明度至关重要。中国
在第一时间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专
家充分分享疫情信息，为其他国家抗疫
赢得了时间，受到广泛赞誉。

如何助全球化“拨乱反正”

病毒来了，减少接触；疫情扩散，严
控边界。近年伴随一些国家孤立主义
和内顾倾向出现的反全球化又有了一
个“理由”。

经济全球化会因此逆转吗？各国
会回到孤岛状态吗？目前看，答案是否
定的。不少经济界人士认为，尽管参与
全球化伴随风险，但经济联系的好处远
大于其带来的损失。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玛丽·洛夫利说，鉴于新冠疫情
正变成一种全球现象，这将推动一种更
加多元化的全球化，而不是打折的全球
化。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更指出，未来中
国将在全球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如何重新审视“人类安全”

谈到人类面临的威胁，常会想到地
震、海啸、洪水、飓风等“天灾”，或者战
争、核污染、恐怖袭击等“人祸”。虽然
过去有流感、疟疾、脑膜炎、埃博拉、结
核病、艾滋病、非典等，但人类已很久没
有遭遇像新冠疫情这样广泛而严重的
病毒威胁。重新审视人类面临的重大
安全风险，已刻不容缓。

早有专家指出，二十一世纪人类安
全的最大威胁不是核武器，而是看不见
的微生物。地球是一个生态体系，万物
互联。没有哪次危机能像当下的疫情
更让人类警醒：我们需要修正哪些生产
和生活方式，以避免和减少环境对人类
的负面影响。

人类社会正面临巨大威胁和挑战，
世界各国需要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
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
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全球战“疫”
的艰巨斗争。（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全球抗疫的时代之问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4月6日从市财政局了解到，重
庆财政日前提前下达今年第二批新增
政府专项债务限额167亿元，加上2月
底已经发行的234亿元，截至目前，今
年重庆下达的专项债务总额超过了
400亿元。

按照要求，此次下达的新增专项债
券，原则上二季度末要全部发行完毕，
发行后1个月内将资金全部拨付到具
体项目上。资金使用上，须用于公益性
资本性支出，聚焦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的重大战略，保障市委、市政府确
定的重点项目，优先支持长江经济带发
展、“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领域，优先
支持手续完备、已完成立项审批拆迁环

评等各项手续和前期准备工作、具备施
工条件的项目，严禁资金滞留沉淀，尽
早形成有效投资。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政府债券发行
节奏加快、力度加大，特别是扩大专项
债券发行规划，有助于强化逆周期调
节，支撑基础设施投资，稳投资、扩内
需、补短板，对于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促
进扩大有效投资、应对冲疫情对经济的
影响等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目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
委已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资金池”
对接“项目池”要求，组织区县开展了多
轮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梳理
工作，并向国家有关部委上报了专项债
券项目800多个。

重庆再下达167亿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用于公益性资本性支出

本报讯 （记者 王翔）4月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自去年
11月启动松材线虫病疫木集中除治清
理“百日大行动”以来，全市上下抢抓最
佳防治时机，松材线虫病疫木集中除治
清理成效显著，累计除治处置病死、灾
害致死松树疫木212万株，清除总量较
去年下降34%，松材线虫病疫情扩散
几率进一步降低。

松材线虫病被称为松树“癌症”，且
传播性强，松树一旦感病，40天左右就
可死亡，3-5年即可造成整片松林死
亡。我市现有森林中，松林面积占比达
40%。

“根据对松材线虫病传播扩散的研
究，对病枯死的疫木进行清理，是防止
松材线虫病疫情扩散最为有效的方

法。为此，从2019年11月起，我市启
动了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木集中除治
清理‘百日大行动’。”市森防站一负责
人介绍。截至3月底，全市36个区县
和万盛经开区再次完成了对483个疫
点、5.7万个小班松林的除治清理任务，
累计清除疫木212万株，拉网式清理建
设工地、木材企业和农户32万户，处置
疫木300余吨。

“今年，我们清除疫木的数量较去
年下降了34%，说明受感染的松树越
来越少，集中除治清理效果显著，进一
步降低了松材线虫病的扩散几率，相信
随着我们的不断努力，可有效控制松材
线虫病疫情的传播，保护好现有森林资
源，为我市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助力。”市林业局一负责人说。

重庆松材线虫病疫木
除治清理“百日大行动”成效显著

累计清除疫木212万株，疫病扩散几率进一步降低

新华社重庆 4 月 6 日电 （记者
陈国洲）记者从重庆市交巡警总队了解
到，重庆市近日启动行人交通违法劝导
行动，行人不听劝导横穿马路等行为，
将被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
留有记录的行人再次交通违法时，将被
处以相应罚款。

重庆市交巡警总队相关民警介绍，
行人横穿马路十分常见，危险性大，也
难以处罚警示。在此次行人交通违法
劝导行动中，警方在重庆主城区各重点
路口、路段设置交通劝导岗，并利用智
能交通违章监控系统，着重对行人横穿
马路行为进行劝导、查处。

重庆渝北区交巡警支队龙溪大队

民警林瑞中说，行人首次违法录入系
统，只是警告处罚。如果再犯，系统就
有记录，民警就会按照相关规定对他进
行20元的处罚。一些市民也表示，如
果录入公安系统，今后再和个人征信记
录相关联，对行人交通乱象就会有更大
的震慑力。

据统计，专项行动启动3天来，重
庆警方投入警力600人次，交通劝导员
1100人次，劝导制止行人交通违法行
为1.5万多起，并在各辖区交巡警官方
微信、微博等平台进行同步曝光。同
时，还对道路隔离护栏、过街设施等破
损、缺失情况进行全面清查，协调城管
等部门及时整改。

重庆启动行人交通违法劝导行动
横穿马路将留交通违法记录 再犯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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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罗苑瑜）4月3日，南川区启动春季消费
季暨消费扶贫系列活动，吸引市民购
物、消费、“打卡”。

目前，南川区207家限上商贸企
业、961个服务行业企业（门店）、2.6万
家个体工商户全面复工复业，商贸消费
正在逐步复苏。

启动仪式上，该区一家商贸公司现
场与两个农副产品基地签订了产销合
作协议，南川区机关事务局与河图镇长
坪村、山王坪镇庙坝村等两个贫困村签
订了农产品订购协议。

在活动现场的展销专区，土鸡、
蔬菜、蜂蜜、古树茶、咸菜、高粱白酒
等近百种农副产品琳琅满目，企业、商
家在推介产品同时，纷纷推出相应的
折扣和优惠活动，吸引市民消费。同
时，金佛山北坡、山王坪、梅花园、川
军血战到底4个景区也推出优惠畅游
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除了为期3天的集
中展示外，还有金融助力消费活动、春
季美食行、金佛山杜鹃花节、春季汽车
展、消费扶贫等十项活动，时间将持续
到6月。

南川启动春季消费季暨消费扶贫系列活动

百种优惠农副旅游产品等你买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陈星宇 机构编码：00001750022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50号3幢4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88号4-1、4-2、4-3、4-4
成立日期：2007年07月13日 邮政编码：402760 联系电话：023-41606775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

险、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
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
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3月3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津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郭倩

英国首相府5日晚说，先前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症状
未见减轻，当晚进入一家医院接受检查。

首相府在声明中说，在医生的建议
下，约翰逊当晚入院接受检查。声明强
调，约翰逊并非因为病情紧急而入院，
入院检查只是预防性措施，采取这一措
施是因为约翰逊在确诊10天后依旧持

续出现发热等症状。
声明说，约翰逊依旧“掌管”英国政

府。路透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6日将
主持英国政府以应对疫情为主题的会议。

约翰逊现年55岁，去年7月接替

特雷莎·梅出任英国首相。约翰逊3月
27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接受了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开始在首相府
自我隔离。此后他以视频会议方式办
公，并且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以视频形
式向公众发布信息。

在3日发布的视频中，约翰逊看上
去略显疲惫，他说：“我感到好多了，也
已经完成7天隔离，但是仍然有一项轻
微症状，体温依旧略高。”

首相府没有说明约翰逊5日入院
接受哪些检查。 （新华社专特稿）

症状不减 英国首相入院接受检查

4月6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科托卡国际机场拍摄的部分已经卸载下来的物资。中国援助18个非洲国家的抗疫物资6日
运抵加纳。除加纳外，这批物资还将在这里中转运往其他17个国家，以帮助当地抗击新冠疫情。 新华社记者 许正 摄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4月6日，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
结果揭晓，重庆江津石佛寺遗址等全
国20个项目入围终评。

据介绍，石佛寺遗址位于江津区
长江北岸的半山腰，是一座晚唐五代
至明清时期的寺庙遗址。2016年至
2019 年，以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目
的，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石佛寺
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调查和发掘工
作，调查范围2平方公里，发掘面积共
计4600平方米，清理了建筑基址、墓
葬、摩崖造像、摩崖题刻等50余座，出
土各类文物标本900余件。

重庆日报记者曾在考古现场看到，
有10余块天然巨石分布在遗址各个区
域。寺庙依山就势，依托巨石营建建
筑，是该遗址的最大特色。以5号巨石

为例，其周身雕刻有水月观音等晚唐五
代造像、450余尊罗汉等南宋造像、九
龙浴太子等明代造像。其中，水月观音
线条流畅、细腻传神，被专家誉为“我国
十世纪保存最好、雕刻最精美、技艺最
复杂的水月观音造像之一”。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石佛寺遗址是我国古代山水寺
院园林景观的优秀代表，具有十分重要
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是西南地区
近年来历史时期考古的重大发现之
一。目前，该遗址考古工作站已有序复
工，遗址出土的文物标本也已基本修复
完成，为今后合理利用打下了基础。

江津石佛寺遗址入围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廖雨寒）因三峡工程而沉没水底的开州
古城将“重现天日”。4月3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开州区获悉，占地240亩的

“开州故城”项目将于明年春节前对游
客开放，项目坐落在汉丰湖边，将集中
展现千年开州历史文化和人文风采。

据悉，2008年 9月三峡水库175
米蓄水，有着1390年历史的开县旧城
自此沉入水底。为传承历史，记住乡
愁，开州区策划并推出了“开州古城”项
目。

该项目是环汉丰湖开发建设的重

点项目之一，总投资约8亿元。按照建
设时序，分为开州故城文化修复工程、
开州故城滨湖工程、开州故城工程建设
项目三个项目。整个项目以“故”为基
调，主要提取汉唐时期、明清时期、民国
时期及近现代风格的建（构）筑物等历
史文化题材，重点建设盛山堂、李家大
院、沈家公馆、禹王宫、培俊堂、州衙等

六大文化主体建筑，巴渝民居、城墙、迎
恩坊、少卿坊、人民大会堂等商业功能
建筑，以及主题园林景观、故城水体、休
闲广场、道路管网、地下停车场、老关嘴
码头等配套设施。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古色古
香的庭楼院落、青石板砌成的城墙等主
体工程已基本完工。五步一楼、十步一

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的故城主体雏
形已显，满满乡愁味悠悠而出。

项目负责人表示，“开州故城”项目
是开州区重点旅游项目之一。项目将
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元素相结合，让旅
游休闲与文化研学进行深度融合，着力
培育出旅居相宜、主客共享的文化大观
园。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预
计将于明年春节前对游客开放。届时，

“开州故城”不仅是市民和游客休闲、游
憩、观湖的新景点，还将改善汉丰湖旧
城区地段的生态，更将有助于汉丰湖创
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开州古城将“重现天日”
预计明年春节前开门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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