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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趟水果班列从越南进境

2 月 25 日，中国首趟进境水果班列从越南同登直
达广西凭祥。班列的开行，将使亚细安国家的水果更
加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

该班列搭载的6个冷藏集装箱、156吨火龙果在凭
祥口岸物流中心接受海关总署检验检疫后，迅速转运
至北京、郑州、重庆、西安等地。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货运中心主任
王轶指出，以前，亚细安国家的水果从友谊关进境中
国，走公路运量不大，有时通关还拥堵。现在，凭祥

（铁路） 口岸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投入使用，可实现
最快1小时通关。

广西凭祥口岸是中国最大的陆路水果进出口口
岸。目前经凭祥口岸进口的水果占中国进口水果总量
近一半。

——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25日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的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是一个“紧急决定”。首先，是要控制公
共卫生的风险。当前我们面对的疫情，其
病原源于野生动物，疾病的传播难以排除
与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和滥食行为的直接
关系。其次，是加强生态系统保护的举
措。近些年来生物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
野生动物的非法消费是原因之一。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导致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对
人类本身的生存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在
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加以
禁止、规范和引导是很有必要的。

从 SARS 到禽流感，从鼠疫到新冠肺
炎，近些年，新的流行性疾病与野生动物
密切相关。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警示，
即人类需要重新反思和构建与野生动物的
关系，不能再随意逾越与野生动物的界
限，包括非法占据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非
法野生动物贸易。此外，在野生动物贸易
链条中，从捕猎、运输到市场等一系列过
程中把不同种的、原本生活环境不相关的
野生动物聚集在狭小脏乱的空间里，都会
增加病毒在种间传播的风险。

目前，全球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打
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但这项工作面临诸
多困难，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背后也有着
复杂的贸易链条。因此，全面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的一个关键就是减少消费，教
育消费者不要去滥食野生动物，从源头上
控制需求，这也是《决定》关注的一个重
点。《决定》 中将滥食野生动物定义为

“陋习”，是因为在我国，人们对蛋白质的
基本生存需求已经不需要从野生动物那里
获得，食用野生动物实际上是奢侈消费。
因此，在打击相关违法贸易的同时，重视
对消费者的教育和引导也同样重要，只有
革除这种陋习，才能从源头上切断非法野
生动物的贸易链条。

当前全国上下抗击疫情，就是一个教
育契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滥食野生动
物的危害，逐渐形成公众意见，对非法野生
动物贸易产生了一定社会压力，这是好的
现象。但也要警惕疫情结束后公众意见的
消退。因此，疫情结束之后的持续教育非常
重要，包括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促进消费
者树立科学的、合理的消费观念，构建健
康生活习惯和文明理念，才是解决问题的
根本之道。

《决定》为今后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和
完善具有导向的作用。一直以来，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贸易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
这一次，中国政府显示出的决心让全世界
提振了信心。尽管很难，仍要迎难而上，迈
出的这一步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接下来，就是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完
善，几个方面是发力的重点。一是扩大野
生动物的保护范围；二是明确野生动物利
用的合法与非法边界，加大对违法行为的
惩处力度，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起到威
慑作用；三是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亟须更
新，野生动物检疫方面的规范和管理条例
亟待出台；四是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的
权利，也应当受到法律保障。

（李治宏采访整理）

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
定》），自公布之日起正式生效。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决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以
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禁止食
用野生动物的制度。对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要在现行法律基础上加重
处罚，以体现更加严格的管理和严厉打击。

路透社报道回顾了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我们早就认识到，食用野生动物风险很大，但‘野味产业’依然
规模庞大，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禁食“野味”，这次动真格了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 吕 植

海 外 声 音海 外 声 音

中国加速部署5G网络基站

中国三大通讯运营商中的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两
家公司计划在今年前6个月完成5G网络在47个城市中
的10万个基站的安装工作。

根据中国联通周日发布的通告显示，中国联通公
司将在 9 月末达到 25 个基站的目标，这比最初的计划
要提前4个月。

在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对通讯基础设施的供货商
提出加快建设5G网络的要求后中国联通公司发表了这
份声明。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希望5G网络工作的完成
能对新冠肺炎背景下的投资稳定性产生正面的影响。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25日报道

图为 2 月 24 日，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
区的一家光网物联科技公司里，工作人员正赶制一批
发往海外的5G光缆。 张 斌摄 （人民视觉）

港交所2019财年获利增长

2 月 26 日，香港交易所发布的 2019 财年 （截至
2019年12月） 财报显示，净利润为93.91亿港元，比上
财年增加1％。此外，与中国大陆的互联互通交易和投
资收益也保持强劲。

此前，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影响，IPO 出现
锐减。2 月 26 日，港交所首席执行官 （CEO） 李小加
在电话记者会上表示保持乐观预期，但同时称面临史
无前例的困难。虽然目前的交易量正在恢复，但仍面
临很多不确定性。

总收入增长 3％，达到 163亿港元。IPO 融资额为
3142 亿港元，比 2018 年增加 9％。李小加强调称，在
严峻的环境下利润创新高实属不易。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月27日报道

民调：中国外交政策受好评

近日，盖洛普国际 （Gallup International） 与俄罗
斯罗米尔 （Romir） 调研公司发布调查报告称，42%俄
罗斯人认为中国外交政策对全球局势产生积极影响。

对中国外交政策评价最高的三个国家分别是尼日
利亚 （76%）、巴基斯坦(75%)和塞尔维亚（68%）。此次调
查对象包括来自 50多个国家的约 5万人。结果显示，对
世界政治影响最大的国家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25日报道

图为中国首趟进境水果班列从越南驶进中国友谊
关口岸。 （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图为 1 月 15 日，在缅甸仰光，当地学生在“中缅之
美 胞波之情”图片展现场留影。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2月23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讲话，引发外媒聚焦。

中国约 17万名政府官员参与这次电视电话会议。新
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称，习近平指出，当前疫情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继续毫
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
言成功。

西班牙 《先锋报》 网站报道称，习近平表示，中华
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
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在磨难中奋起。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让整个中国社会都感受到了
中共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战胜疫情的决心。”美国库恩基金
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表示。

埃及《金字塔报》执行总编曼苏尔表示：“习近平主席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对待疫情的态度和采取的举措
令人敬佩，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优越制度作为保
障，中国一定能战胜疫情，赢得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胜利。”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发布战“疫”动员令，
精心部署，鼓舞士气。中国积极有效的疫情防控战，为世
界赢得了更多主动。

“中国的管控措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喘息之机。”《新
西兰先驱报》 刊文称，中国大规模限制交通、挨家挨户
检查、设置大型隔离病房以及管控城市等措施，为全世
界准备应对疫情扩散争取了宝贵时间。

老挝外交部长沙伦赛·贡玛西指出，在习近平主席的
领导下，中国政府凝聚各方力量，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及
时、果断、有力的防控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中国
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不仅维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也维护了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复工复产给世界吃下‘定心丸’”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称，习近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
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
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
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疫情
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

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给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吃下“定心丸”。

路透社报道称，习近平就有序复工复产提出 8 点要
求，强调“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北 领 地 分 会 主 席
戴 若·顾 比 为 中 国 分 区 分 级 精 准 复 工 复 产 的 决 定 点
赞 ，认 为 这 将 最 大 限 度 降 低 疫 情 对 经 济 社 会 的 影
响，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保障人民生活以
及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连续性，同时也对确保全球价值
链正常运转、国际市场稳定有重要意义。

巴西中国商贸文化发展合作协会理事罗尼·林斯表
示，中国政府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
控重点地区复工复产，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加大政策调
节力度，充分释放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我们
相信，中国有能力完成20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多米尼加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多·克林格撰文指出，
中国经济的韧性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面对疫情挑
战，中国采取的举措恰恰展示了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经
济实力、建设能力和创造力。

“国际社会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看到了中国的强大
力量，继续看好中国的发展。”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
研究中心主任恩里克·杜塞尔表示。

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江原规由认
为，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之一。“中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巨大市
场，经济韧性强，我对中国经济前景十分乐观。”

“感谢中方及时分享信息和做法”

中国抗疫斗争也受到越来越多国际舆论的支持。国
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日前刊登了由9个国家的27位
著名科学家联署的一份声明。声明称，中国有关此次新冠
肺炎疫情数据的披露和共享是“快速、开放和透明的”。

2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
继续同世界卫生组织紧密合作，同相关国家密切沟通，
分享防疫经验，协调防控措施，加强对外宣介和公共外
交，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

马来西亚病毒学家林世杰表示，正是由于中方第一
时间分享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全世界的科学家才能迅
速开展相关研究，并进行特效药和疫苗的开发，努力在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占据主动。

泰国国家研究院泰中“一带一路”合作研究中心主
任唐隆功·吴森提兰谷认为，面对疫情，中国政府与世卫
组织以及其他国家加强沟通、密切合作，以其担当诠释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
了突出贡献。

尼日利亚卫生部部长埃哈尼尔表示，感谢中方及时
分享疫情防控信息和成功做法，尼方将积极借鉴中国疫
情防控与诊疗经验，继续按照世卫组织指导原则科学理
性应对疫情。

“国际社会应与中国共度时艰。”新加坡《联合早报》以
此为题刊发社论称，为防控疫情，中国已采取高度严谨、世
界从未见过的抗疫行动。新加坡以及区域国家应与中国共
度时艰，才能早日打赢这场无边界的抗疫战争。

“不同国家团结在一起，世界就会变得更强大，才能
汇聚集体的力量和资源抗击疫情，构建一个更安全、健
康和繁荣的世界”。美国《国会山报》发表评论称，如果
要防止其全面演变成一场全球流行病，全球协同一致应
对势在必行。

上图：2月14日，辽宁省第二批对口支援湖北襄阳医
疗队队员在机场准备出发。 新华社记者 龙 雷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怎么应对、应对效果
如何，国际社会时刻关注。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
考。但中国没有掉链子。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
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2月26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肯定了中国
战“疫”的阶段性战果。同时，针对当前依然复杂严峻的
疫情形势，他强调：“加强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能松，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抓紧”“确保打赢疫情防控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疫情不分国界，人类命运与共。外媒关注到，疫情发
生后，习近平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就战“疫”发表重要讲
话，传递出“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的决心和信心。

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部署防控战“疫”赢得世界点赞

中国向世界传递战“疫”必胜信心
本报记者 贾平凡

环 球 热 点

王 鹏作 （新华社发）王 鹏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