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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车流滚滚

4 月 8 日零时，武汉龚家岭高速路口，
随着一辆白色鄂 A 牌照私家车驶出站点，
历经76天后，武汉“东大门”正式开启。

望着眼前匆匆而过的车流，民警刘钰
琨长舒一口气：“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几
个小时前，他和同事们在这里仔细查验了
每一辆想要出武汉车辆的证件。

为了赶凌晨第一批出城，老家在黄石
的王先生 4月 7日 22时多就来到龚家岭高
速路口。“单位要正式复工了，赶去老家
接老婆孩子回武汉。”王先生说。春节
前，他的妻子和孩子提前回了老家，没想
到这一别就是两个多月。王先生把车子后
备箱塞得满满当当。“有给家里的防护物
资，有给小孩的玩具，还有热干面、牛肉
丸子。”

热干面依旧飘香

几个小时后，武汉人迎来“重启”后
的第一次“过早”。

凌晨 5时多，天蒙蒙亮。热干面老字
号“蔡林记”鲁巷店店员陈琳和同事升起
店面卷帘门，1 个多小时后，新一天订单
涌来。因为疫情防控要求，目前店面不提
供堂食，只有外卖和自提两种供餐形式。
门口放了一张桌子，所有餐食必须隔着桌
子取送。

“4 月 3 日复工，目前员工才 6 个人，
比以往少了一半。”陈琳说，因为地处光
谷商业区，往常最高峰时做过一天5000多

单。提到武汉“重启”，她显得很开心：
“等周边公司都逐渐复工，订单量会慢
慢恢复的。”

小区防控毫不放松

江汉区天后社区书记赵媛依然忙碌。
上午8时30分，她和同事们开始工作。疫
情发生后，赵媛在社区服务中心一间屋子
里安了家，4 月 8 日是她驻守的第 77 天。

“武汉‘重启’后，小区将延续之前的封
控管理。离汉通道管控措施解除与小区防
控解除不是一回事。”赵媛说。

目前，所有居民进出依然需要出示健
康码，做好登记并测量体温。团购物资行
动仍在继续，对困难群众和空巢老人，社
区志愿者依然会送菜送药上门。为了满足
居民外出购物需求，天后社区还制作了 2
小时的出行卡。“每家每天只能派一人出
门，而且只能出门一次。”赵媛说，“还是
得引导居民少出门、少聚集。”

商超景区秩序井然

中午时分，中百仓储光谷购物广场门
口排起长队，顾客数明显比前段时间要多
一些，大家自觉地保持着 1米间隔。顾客
必须扫描登录健康码、查验体温才能进入
超市。4000多平方米购物区中，数十位顾
客正在挑选商品，店长周强正在和同事们
检查上货和缺货情况。

最近一周，随着武汉全市 90%以上小
区变成“无疫情小区”，越来越多的居民
可以走出家门。中百仓储光谷购物广场决

定从 8 日开始，营业时间改为早 8 时到晚
20 时，120 多名职工已经全部复工。“但
200 人的限流要求还在继续。”周强说，

“防控措施也不会松懈。”
“您好，请扫码入园。”下午16时，在

武汉东湖落雁景区，工作人员正引导每位
游客进园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健康码，这
样一次“打卡”可以为每位游客建立出行
轨迹，以便追溯。从上午 8 时开园以来，
景区已经陆续来了200多名游客。

周先生和妻子惬意地躺在草坪上，享
受着午后阳光，3 岁多的孩子在不远处玩
耍。“两个多月没有出门了，今天是第一
次带家人出门踏青。”周先生说。离他们
不远，卢女士带着孩子和邻居一家围坐野
餐。卢女士细心地为两家人准备了消毒酒
精，“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安全第一”。

新生命带来新希望

同样不敢掉以轻心的还有湖北省妇幼
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夜渐深，产房依然忙
碌。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保健院产科的
380 多名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没有休息过
一天。作为武汉市非新冠肺炎产妇定点医
疗机构，这里的产科承担了全市 30%分娩
量。产科主任孙国强介绍，武汉“重启”
后，“我们也会继续全力以赴。”

从 1 月 23 日到 4 月 7 日，76 个日夜
中，这里迎接过5041次“新生”。8日0时
03 分，伴随一声响亮啼哭，体重 3.2 公斤
的男宝宝“小鱼”在保健院产房降生。

这是武汉“重启”后，该院迎来的第
一个新生命。

通衢又通通衢又通 防疫不松防疫不松
——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首日见闻

本报记者 张远晴

4月8日，一列动车从武汉动车段驶出，开往汉口站迎接旅客。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4月8日，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东方航空MU2527航班飞行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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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凌晨，在武汉北高速公路收费站，工作人员移除围栏。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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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8日，乘坐 G431次列车的旅客挥手致意。这是武汉市解除离汉
通道管控措施后开往湖北省外的首趟始发列车。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本报北京 4月 8日电 （记者熊
建）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
军今天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通过全力动员复
工复产，支持企业技改扩产，开辟绿
色通道，加快生产企业资质审批，加
强人员、设备、原辅材料运输等关键
环节的协调，中国的口罩、防护服、

隔离眼罩/面罩、测温仪等医疗物资
产能产量大幅增长。截至 4 月 5 日，
一次性医用防护服日产能达到150万
件以上，医用 N95 口罩日产能超过
340万只，重点跟踪企业医用隔离眼
罩/面罩日产能达到29万个，全自动
红外测温仪日产能1万台，手持式红
外测温仪日产能40万台。

“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国
外疫情蔓延加速的时候，我们愿意对
有关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和帮助，鼓励企业用高质量的中国产
品去服务国际社会。”工信部运行监
测协调局局长黄利斌说，但也应该看
到，在庞大的国际需求面前，我们的
能力也是有限的，同时还有诸多因素

制约着国内医疗物资产能的发挥和供
给能力的提升。比如，在关键零部件
保障供应情况下，中国有创呼吸机的
周产能约 2200 台，产能不足全球的
1/5，想完全满足全球疫情防控的需
求是不现实的。

药品方面，截至目前，磷酸氯喹日
产能达到10万人份，累计生产67万人
份；阿比多尔日产能5万人份，累计生
产80万人份；法匹拉韦日产能1.15万
人份，累计生产了 13.75 万人份。莲花
清瘟胶囊日产能达到了 200 万盒，库
存 3000 万盒，金花清感日产能达到
2.6万盒，库存40万盒。

医用N95口罩日产能超过340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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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电
（记者伍岳） 针对美国近百名战
略界人士近日联合发表声明呼
吁美中加强防疫合作，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 8 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和
欢迎，此次抗击疫情为中美合
作提供了一个平台。

有记者问，美国近百名战
略界人士近日联合发表声明，
呼吁美中加强防疫合作，表示
美国两党人士对此均表示支
持。同时，声明称中国在疫情
初期隐瞒问题、透明度不足、
未能同美国及国际卫生机构充
分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美国战略界
人士希望中美两国能够携手抗
击新冠肺炎病毒，认为这对阻

止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蔓延
至关重要。这同一段时间来中
美两国和国际社会广大有识之
士发出的积极理性声音是一致
的。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这份声明中提及有关中国
在初期隐瞒疫情、缺乏透明度
等说法，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赵立坚说，疫情发生后，中方
始终采取公开、透明、负责任
的态度，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
组织报告疫情，第一时间同各
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第
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专家国际
合作，第一时间向其他疫情暴
发国家伸出援手，这些最基本
的事实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肯
定和积极评论，是谁也不能否
认和抹杀的。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中方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电
（记者伍岳） 针对美方声称将暂
停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会费一
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8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
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
织工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
全球抗疫合作中继续发挥领导
作用。

赵立坚说，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在谭
德塞总干事带领下，积极履行
自身职责，秉持客观科学公正

立场，为协助各国应对疫情、
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重要
作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和高度赞誉。

他说，刚刚结束的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发表声明
强调，要完全支持并承诺进一
步增强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国
际抗疫行动方面的职责。中方
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世界卫生
组织工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
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继续发挥领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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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受连续暴雨影响，安哥拉卡宾达市区道路路基下沉，路旁供
水管道断裂。中铁二十局卡宾达供水项目部迅速成立抢修组，抽调20名
多名中安员工、连续4天奋战，完成了供水管道抢修任务，让卡宾达市停
水区域第一时间恢复正常供水。 赵渊青 斯 琴摄影报道

本报呼和浩特4月8日电（记者
张枨） 8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满
洲里市委宣传部获悉，鉴于目前满洲
里公路口岸入境人员骤增，口岸检验

检疫能力和市区隔离检测能力已超过
极限的情况，满洲里至后贝加尔斯克
公路口岸客运通道于4月8日20时临
时关闭，恢复开关日期另行公告。

内蒙古临时关闭满洲里至俄罗斯
后贝加尔斯克公路口岸客运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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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疫 最 前 沿

外媒积极评价武汉“重启”

《澳大利亚人报》 网站 4 月 7 日刊文称，武汉在 8 日“重启”，
这表明新冠肺炎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得到控制。

另据西班牙 《世界报》 网站报道，对于西班牙来说，这是从
9859公里以外的“未来”传来的信息：工地上又响起了挖掘机的
轰鸣声；大街上车流滚滚；餐馆重新营业；购物中心、理发店、
超市、糕点店都开门迎客……在武汉，人们已经可以外出上街
了。中国正处于这种大流行的最后阶段：恢复正常状态。

——《参考消息》

IMF称中国经济复苏令人鼓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4月 6日发表文章称，新冠肺炎疫
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但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复苏令人鼓舞。

文章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严重程度
高于全球经济危机。随着确诊病例数的大幅增加以及各国政府采
取措施控制疫情扩散，所有国家经济受到的破坏越来越大。

该文章由IMF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吉塔·戈皮纳斯、IMF研
究部负责《世界经济展望》的副主任约翰·布鲁道恩、IMF研究部
世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达米亚诺·桑德里联合撰写。

——中新社
（本报记者 石 畅 康 朴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