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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动用《国防工业生产法》应对疫情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24日电
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署长彼得
盖纳24日表示，联邦政府将动用
《国防工业生产法》采购约6万个
病毒试剂盒。这是美国首次动用
70年前通过的这一法案来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
疫情加剧

美国国会1950年批准《国防
工业生产法》，当时朝鲜半岛发生
战事，制定该法案旨在紧急状态
时准许联邦政府直接指挥工业生
产，以储备战时物资。该法案主
要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是授权
总统要求企业签署合约或完成国
防订单，同时授权总统禁止囤积
指定的物资和哄抬价格；二是授
权总统通过多种机制刺激生产；
三是授权联邦政府有关部门评估
涉及国家安全的投资。
动用该法案意味着，特朗普
能够迫使美国制造商，无论是汽
车还是服装行业，将重点转向制
造医疗物资，并且政府有权对这
些物资进行调配。
特朗普18日就发布行政令，
授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负责
针对疫情实施《国防工业生产
法》。但连日来，特朗普一直没有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5万 3月24日，在美国纽约
曼哈顿，一名男子经过贾维茨会议中心。这座大型会议中心正在被
改建为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方舱医院。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
大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5.5万例，死
亡近800例。根据数据，纽约州确诊病例最多，为25665例；新泽西州
确诊病例2844例；加利福尼亚州确诊病例2267例。
（新华）
动用该法案，还称美国有足够多
的公司主动生产口罩等医疗物
资，他只会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动用该法案赋予的权力。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玛格丽

特 哈里斯24日警告说，近来美国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长“大幅加
速”，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的下
一个“震中”。美国约翰斯 霍普
金斯大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

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 5.5
万例，死亡近800例。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国疫
情日益加剧，各地医疗能力正在
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美国舆论
对特朗普的压力也与日俱增，迫
使他不得不动用《国防工业生产
法》，以提升医疗物资生产能力。
美国医院协会、美国医学会
和美国护士协会日前联合致信白
宫警告说，在美国最早出现社区
传播的地区以及其他许多地区，
N95口罩、防护服、外科口罩、护目
镜、重症监护病房设备等物资消
耗迅速，即使有所补充，仍不足以
应对预计将出现的更大规模疫
情。这些机构敦促特朗普政府动
用《国防工业生产法》，以紧急提
升医用物资生产能力。
包括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舒默、纽约州州长科莫等民主党
人也纷纷喊话特朗普，要求他下
令生产急需的医疗物资，否则可
能无法及时扭转供应短缺的局
面。

用不佳。特朗普日前在白宫记者
会上说，联邦政府很难甄别哪些
企业具备相应生产能力，接到政
府命令的企业也有可能手足无
措，因为它们并没有生产呼吸机
等医疗设备的能力。
其次，担心加剧恐慌。联邦
政府“接管”美国企业的可能性或
让商界陷入不安，从而加剧市场
动荡。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专家萨
沙 贝克解释说，《国防工业生产
法》“名头”太大，一些人会觉得事
态严峻而变得更加紧张。而特朗
普一直试图淡化疫情影响，以安
抚公众、稳定市场。
再次，担心引发反弹。美国
律师詹姆斯 贝克日前撰文说，
《国防工业生产法》能否被用来强
制私营企业制造其不常提供的产
品，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倘若联邦政府过度使用该法案，
可能会面临私营企业的诉讼和政
治上的压力。
目前，国会许多共和党人以
及一些商界人士已经表达了对动
用该法案的担忧。美国有线电视
顾虑重重
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商
对于动用《国防工业生产 界正在针对该法案制定紧急计
法》，特朗普此前一直顾虑重重， 划。这或将置特朗普于两难境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担心作 地。
3月24日，在
塞尔维亚首都贝
在 塞 尔格莱德，塞尔维
中 尔 亚士兵和工作人
国 维 员为方舱医院组
装病床。
塞尔维亚国
专亚
防部2
4日说，在中
家 筹 国专家组建议下，
建 建 塞尔维亚开始着
手把首都贝尔格
议 方 莱德会展中心改
下 舱 建为一座方舱医
院，用于收治新冠
医 肺炎患者。塞尔
院 维亚国防部成员、
士兵、志愿者等当
天在贝尔格莱德
会展中心设立约3000张床位。
塞尔维亚卫生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4日15
时（北京时间24日22时），塞尔
维亚共对916人进行了新冠病
毒检测，确诊 303人，死亡 3
人。
（新华）

环球博览
千岛群岛以东
发生 7.6 级地震

位于俄罗斯萨哈林岛南部
的南萨哈林斯克地震台 3月 25
日说，千岛群岛以东海域当天发
生 7.6级地震并引发轻微海啸。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俄罗斯媒体援引该地震台
消息说，地震发生在莫斯科时间
25日5时49分（北京时间10时49
分），震中位于千岛群岛的温祢
古丹岛以东约228公里，震源深
度42公里，附近俄堪察加半岛上
有人居住的4个地区震感较强。
俄堪察加边疆区内务总局
说，据初步调查，在千岛群岛的
幌筵岛北库里尔斯克市，地震造
成部分输电线路、管道等受损，
该市约400名居民被疏散。在莫
斯科时间约7时（北京时间约12
时），地震引发的轻微海啸分3个
波次抵达千岛群岛北部，目前尚
无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
报告。
（据新华）
奥运会推迟
东京拆除倒计时钟

菲律宾宣布进入为期三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新华社马尼拉3月25日电 菲
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5日宣布，菲
律宾进入为期三个月的国家紧急
状态，以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在菲蔓
延。
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总统有权

动用一切物力财力以应对疫情扩
散，包括可征用建筑物作为临时医
疗场所，征用交通工具转运一线医
务人员、患者及其他必要人员，暂
停政府部门已获得拨款的项目并
将资金用于疫情防控，加快防疫物

资的采购及运输，确保一般生活物
资供应、打击囤积居奇，向低收入
家庭提供补助，向医务人员提供津
贴等。
此前，由于疫情扩散，杜特尔
特已先后宣布菲全国进入“公共卫

生紧急状态”和“灾难状态”。
据菲律宾卫生部25日公布的
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6时，菲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比前一日增加
84例，累计确诊病例达636例，其
中38例死亡、26例治愈。

印度宣布在全国实施
“封城”
措施
新华社新德里3月24日电 印
度总理莫迪 24日晚发表电视讲
话，宣布从当天午夜起在全国范围
内实施为期21天的“封城”措施，
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莫迪说，实施“封城”措施期
间，“每个村庄和每条小巷都将严

格实施封锁”。他要求民众取消一
切社交活动，除购买生活必需品等
特定情况外一律不要外出。
莫迪宣布印度中央政府将拨
款1500亿卢比（约合21亿美元）用
于购买医疗设备和防护装备，并加
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他同时敦

促各邦政府将公共医疗作为当前
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呼吁私营企业
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印度卫生部25日发布最新数
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5日18时
（北京时间20时30分），该国新增
4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

诊病例达562例，其中治愈出院40
例，死亡9例。
印度此前已宣布采取一系列措
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包括禁止国
际商业客运航班入境，停飞境内商
业客运航班，暂停全国铁路客运，部
分城市和地区实施“封城”措施等。

中东多地实施宵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3月25日，行人戴口罩经过
设置在日本东京站前的东京奥
运会和残奥会的倒计时电子钟。
东京奥运会前一天正式宣布
推迟一年后，由于新的开幕时间
未定，东京市政府25日起开始拆
除在很多地点设置的倒计时钟。
设置在东京市政府大楼前
的倒计时钟最先被拆除，而位于
东京火车站前的倒计时钟将原
来的倒计时天数改成了当天的
日期3月25日。
东京市政府一名官员透露，
要拆除遍布在东京很多地标建
筑前的倒计时钟是一项艰巨的
工作。这位官员说：“ 我们只能
一个一个来。”
不过，由于国际奥委会同意
将明年的奥运会仍然叫做 2020
年东京奥运会，设立在东京市内
的很多奥运会标志不用更换，这
样也节省了巨额的费用。
（据新华）

新华社开罗3月24日电 中东
地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数万
例，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等多
个国家实施宵禁，以更加严格的措
施应对疫情蔓延。
当地时间24日，伊朗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1762例，累计确
诊24811例，其中1934人死亡；以
色列新增确诊病例488例，累计确
诊病例已达1930例；土耳其新增
确诊病例 343例，累计确诊 1872
例；利比亚通报首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疫情在中东地区呈暴发态
势。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疫情，埃及
总理马德布利当日宣布，从25日
起埃及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为期
15天的宵禁，宵禁时间为每天晚7
时至次日早6时。同时，全国所有
商业场所每天下午5时至次日早
上 6时关闭，周五和周六全天关
闭，但杂货店、面包店和药店营业
时间不受限制。埃及24日累计确
诊病例增至402例。

24日，沙特阿拉伯累计确诊
病例达到767例。沙特国王萨勒
曼22日颁布命令，要求全国自23
日起，晚7时至次日早6时实施宵
禁，为期21天。
叙利亚 22日通报首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该国内政部 24
日宣布，从25日起晚6时至次日
早 6时在全国实施宵禁，其间停
止所有商业活动，店铺一律关
闭，但医疗救护、消防、电力、通
信、卫生、媒体等部门的工作不

受影响。
阿尔及利亚24日新冠肺炎累
计确诊病例达264例。总统特本
23日下令首都阿尔及尔实行宵
禁，从晚7时至次日早9时，当地居
民无特殊原因不得外出。
巴林24日累计确诊392例新
冠肺炎病例。巴林众议院当日表
决通过实施部分宵禁的提案，并将
提交政府批准。该提案规定，晚6
时至次日早5时，除非工作需要，
禁止民众外出。

瑞德西韦获美国药管局
“孤儿药”
认定
新华社华盛顿3月24日电 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官网数据库
显示，已进入治疗新冠肺炎临床试
验的药物瑞德西韦23日被药管局
认定为“孤儿药”，涉及适应症为新
冠肺炎。
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科技
公司一款在研药，尚未在全球任何
地方获批上市。美国药管局官网
信息显示，瑞德西韦仅得到“孤儿
药”认定，还没有获得“孤儿药”用

途的上市批准。
美国“孤儿药”认定是为了鼓励
企业研发治疗罕见病的药物。根据
美国《孤儿药法案》，用于治疗美国境
内患者少于20万人的疾病的药物可
申请“孤儿药”资格，获得认定后可
享受上市前到上市后一系列优惠政
策，包括加速审批、税收抵免、研发
资助、免除新药申请费以及批准上市
后可享受7年市场独占期等。
瑞德西韦是一种核苷类似物，

原用于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临床
试验，一些体外及动物研究显示，
一定浓度下该药可对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和中东
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起
到抑活作用。
基于“同情用药”原则，美国研
究人员今年1月对一名新冠肺炎
患者使用了瑞德西韦，患者症状在
一两天内显著改善，使这种药物备
受关注。截至目前，用瑞德西韦治

疗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已在中国、
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多地展开，以
评价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据媒体
报道，在日本通过参与临床试验接
受瑞德西韦治疗的14名美国新冠
肺炎患者大部分已康复。
吉利德科技公司22日宣布，
暂停受理绝大部分新冠肺炎患者
对瑞德西韦“同情用药”的个人申
请，希望患者经由临床试验接受这
种在研药物治疗。

环球点击
匈牙利包机
从中国采购防疫物资
新华社布达佩斯3月24日电 一架满载匈牙

利政府从中国采购防疫物资的包机24日早晨抵
达布达佩斯李斯特国际机场，匈总理欧尔班、创
新与科技部部长帕尔科维奇和中国驻匈牙利大
使段洁龙等到机场迎接。
据悉，这是匈牙利政府从中国采购的第一批
防疫物资，包括各种医用口罩、防护服、额温枪、
试剂盒等。
据匈牙利新冠疫情防控中心官网数据，截至
当地时间24日20时，匈牙利累计确诊新冠肺炎
病例187例，其中治愈21例、死亡9例。
匈牙利3月4日首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11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首都华盛顿
暂停
“非必要营运”
新华社华盛顿3月24日电 美国首都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市长缪里尔 鲍泽24日宣布，她已
指示关闭华盛顿特区所有“非必要营运”，以遏制
新冠病毒的传播。
鲍泽在记者会上说，市政当局当天指令关闭
理发店、文身店等非紧急服务机构，市机动车管
理局、消费者与监管事务局和交通局停止现场办
公。她说：“我们实际上已经关闭我们城市的经
济活动，以遏制病毒的传播。”
此前，华盛顿特区已禁止大型集会，关闭体
育馆和电影院，禁止餐馆和酒吧提供现场餐饮服
务，并将“社交疏离期”从3月31日延至4月27
日，这意味着华盛顿特区学校在4月24日前不会
复学。

英国王储查尔斯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新华社伦敦3月25日电 英国王室25日发布

声明说，英国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储的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症状较轻。
克拉伦斯宫发言人说，现年71岁的查尔斯目
前表现出轻度症状，“近日都在家办公”；其夫人
卡米拉经过检测，没有感染。两人现在位于苏格
兰的家中自我隔离。
声明说，查尔斯最近几周内履行王室公职活
动很多，因此不能确定他从何处感染新冠病毒。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及其丈夫菲利普亲王
本月早些时候已离开白金汉宫，避居温莎城堡。

马来西亚政府
延长
“行动管制令”
新华社吉隆坡3月25日电 马来西亚总理穆

希丁25日说，截至当天中午，马来西亚一天内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2例，累计确诊1796例，
累计确诊病例数约是一周前的两倍。鉴于疫情
持续蔓延，政府决定将现行的“行动管制令”延长
至4月14日。
马来西亚18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行动管
制令”，具体限制措施包括禁止民众在非必要情
况下外出、禁止在未获得允许情况下跨州出行、
禁止大规模聚集活动、关闭学校及部分商铺、限
制出入境等。这一措施原定持续到3月31日。
穆希丁还表示，政府将出台更全面的经济刺
激措施；卫生部已在全国34家医院准备了超过
3500张床位，并确定了一些在医院床位不足情况
下作为临时隔离设施的场所。此外，卫生部还将
致力于提高新冠肺炎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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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王添不慎遗失福建

人才市场

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票据，
号 码 ：00161194，金 额 ：
14190.45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王添不慎遗失福建
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票据，
招聘
号 码 ：00165400，金 额 ：
保安13799585910
46747.37元，特此声明作废。
织造厂
兹有王添不慎遗失福建
会计、仓管13788810103 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票据，
号 码 ：00157592，金 额 ：
21457.79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王添不慎遗失福建
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票据，
0155351，金 额 ：
兹有张艳平、张外生不 号 码 ：0
1元，特此声明作废。
慎遗失石狮世茂新城房地产 16682.3
兹有王添不慎遗失福
开发有限公司专用票据，号 建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票
码：0004270，金额：100000 据，号码：00168583，金额：
元，特此声明作废。
7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张艳平、张外生不 6065.7
兹有王添不慎遗失福建
慎遗失石狮世茂新城房地产 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票据，
开发有限公司专用票据，号 号 码 ：00172014，金 额 ：
码：0004353，金额：100000 5672.19元，特此声明作废。
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张艳平、张外生不 兹有徐丽、许自钻不慎
慎遗失石狮世茂新城房地产 遗失石狮世茂新领航置业有
号码：
开发有限公司专用票据，号 限公司的购房款收据，
0
0
0
1
1
4
4
6
，
金额：
1
3
6
1
3
码 ：0004264，金 额 ：20846 特此声明作废。 4元，
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