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5日，
游客在丹寨万
达小镇游玩（无
人机照片）。

当日，2020
年贵州省促进
旅游消费启动
仪式在丹寨县
的丹寨万达小
镇举行。现场
派发“百万旅游
消费券”，供游
客在丹寨万达
小镇消费时使
用，助力旅游业
复苏。 （新华）

贵州：
派发消费券
复苏旅游业

时 事
2020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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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招商招租

凤凰城（第一实验幼
儿园新园对面）培训
场地 1000m2招租。
18960382130

房 产 超 市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
1-5次，50元/方块；
10次以上，45元/方块；

●套红加收25%

记者25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了解到，针对疫情期间的特殊情

况，最高检多措并举，严惩包括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在内的各类涉疫

犯罪，各地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

察职能作用，有力保护了知识产

权权利人利益。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

厅长郑新俭介绍，从检察机关办

案情况看，涉“问题口罩”案件超

过85%，其余案件涉及酒精、消毒

液等防护物资，罪名主要涉及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

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假冒

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和非法经营罪。

记者了解到，“两高两部”联

合出台意见，明确将制假售假等

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对在疫情防

控期间，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

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用

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

材，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标准

的医用器材，足以严重危害人体

健康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

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

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

2月中旬以来，最高检连续发

布了十批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

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

案例，其中第四批专门结合假口

罩、假消毒液案例以案释法，既给

各地检察机关正确办案提供了指

引，又对潜在犯罪形成有力震慑，

起到了打击与预防的综合效果。

（新华）

最高检多措并举严惩涉疫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由商

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政

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共同组织的

“双品网购节”将于4月28日至5

月10日举行，超过109家平台和企

业参与，通过促销让利，进一步提

振消费活力。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副司长蔡

裕东25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电子商务在疫

情期间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促进了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有

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复商复市，及时协调各电商企业

遇到的实际困难，同时积极想办法

活跃消费市场，指导各地因地制宜

开展一系列网络促销活动。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

网络零售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加了

5.9%。商务大数据对350万家平

台内商户统计显示，复工率已近

90%。

蔡裕东说，商务部非常重视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通过开展数字商

务企业创建、打造各类创新载体、

加强政企联动等方式，着力提高商

务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

发展水平。

疫情发生以来，多家电商龙头

企业推出远程办公的数字化工具，

帮助大量线下企业复工复产，大型

商超连锁加强与线上平台的合作，

打通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线上

线下融合成为众多企业求生存谋

发展的重要手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电子商务促进消费 继续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时事纵横世卫启动“里程碑式”国际合作应对疫情
新华社日内瓦4月24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4日

宣布，正式启动“里程碑式”的国

际合作倡议，以加速新冠肺炎相

关疫苗、诊断工具和治疗工具的

研发、生产和公平分配。

在当天的视频会议上，谭德

塞宣布，世卫组织与其全球合作

伙伴共同启动这项名为“获得抗

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的国际

合作倡议，该倡议将集合多个组

织、公私部门等的联合力量，以更

快速度和更大规模开展研发、生

产等工作。

谭德塞表示，新冠疫情大流

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

它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响

应。其中，科技研发起到了中心

作用。自今年1月以来，世卫组织

一直在与全世界数千名研究人员

合作，加速和跟踪从开发动物模

型到临床试验设计的疫苗研发过

程，还开发了目前全球都在使用

的诊断工具，并正在全球范围内

协调有关四种治疗方法安全性和

有效性的临床试验。

谭德塞说：“我们每个人都正

在做伟大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独

自工作。我们将以新的方式携手合

作，共同迎接挑战，寻找解决方案。”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

有诊疗工具存在，也可能会没有被

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人。我们不能

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他强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欧

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

统马克龙等也参加了当天的视频

会议并发表讲话，支持通过国际

合作加速有关应对新冠疫情的科

技研发。

环球点击

新华社华盛顿4月24日电 美国贸易代表莱

特希泽24日通报美国国会，加拿大和墨西哥已采

取必要措施遵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

称美墨加协定）中的承诺，该协定将于7月1日生

效。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多次威胁终止

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批评该协

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重新谈判。经

过一年多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9月就

更新北美自贸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更名为美墨

加协定。

美国国会今年1月最终批准修订后的美墨加

协定，并递交特朗普签署成法。尽管特朗普政府

宣扬美墨加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利好，

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项

研究却认为，新协定中更加严格的汽车原产地规

则将损害美国汽车业，对三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美墨加协定
将于7月1日生效

3月份户均移动互联网
接入流量达近12个月
以来最高点

今年一季度，我国移动互联
网累计流量同比增长39.3%，3月
当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
到9.5GB，为近12个月以来最高
点。

这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
术发展司一级巡视员李颖25日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的情况。

近年来，我国信息消费保持
高速增长。疫情期间，在线医疗、
网络教育、生鲜配送、新零售等方
面的消费需求更是呈现出爆发式
增长态势。
“下一阶段，我们将从加速提

升产业供给能力，进一步扩大信
息消费的覆盖范围，营造良好消
费环境等方面，从供给侧和需求
侧协同发力，扩大和升级信息消
费。”李颖说。 （新华）

新华社莫斯科4月24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24日签署了简化外国公民获得俄罗斯国籍的法

案，申请入籍者不再需要声明放弃原有国籍身份。

按照俄罗斯现行法律，申请加入俄罗斯国籍

的外国公民，需要在自己国家相关机构开具放弃

原有国籍的证明。新法案的签署，意味着这一要

求被取消。

同时，新法案不再要求申请者在俄罗斯居住

满3年。

此外，对于从2002年7月1日起居住在俄罗

斯、并在俄正式注册的教育或科研机构接受教育

者，申请俄罗斯国籍，由原来要求连续在俄工作

满3年，降为一年。

新法案将在公示90天后正式生效。

普京签署法案
简化入籍政策

新华社柏林4月24日电 德国就业研究所24

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德国劳动

力市场处于二战后“最糟糕的衰退中”。

报告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德国经济将萎缩

14.6%，全年将萎缩8.4%；不过，今年下半年德国

经济将开始复苏。

报告指出，德国多个产业将面临国内外需求

衰退和供应链中断，今后数月内德国就业人数将

下降大约100万，失业人数将上升至超过300万。

报告还预计，由于不确定性极高和产能利用

率下降，经济投资活动将急剧下降。

德国五大权威经济研究所本月初联合发布

报告预测说，今年德国经济将萎缩4.2%，明年将

增长5.8%。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疫情令德国经济自今年3月起陷入衰退，预计衰

退将一直持续到年中，德国经济今后发展将面临

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德国劳动力市场
现二战后最糟糕衰退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4月24日电 金沙萨消

息：刚果（金）东部北基伍省24日发生一起武装袭

击事件，造成17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公园巡护

员。

袭击事件发生在北基伍省维龙加国家公

园。北基伍省省长恩赞祖�卡西维塔当天发表声
明，谴责这一袭击事件。声明说，袭击造成12名

公园巡护员死亡。此外，一辆吉普车遭焚毁，车

上4名乘客和1名司机丧生。相关部门已对袭击

事件展开调查。

维龙加国家公园位于刚果（金）东北部，是非

洲最具生物多样性的自然保护区和濒危动物山

地大猩猩的栖息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名录》。由于当地武装冲突频繁，该公

园近20年已有约200名巡护员死亡。

刚果（金）发生武装袭击
致17人死亡

台湾舰队
群聚感染增至31人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2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台湾新增
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敦睦”
舰队实习生。“敦睦”舰队群聚感
染增至31人确诊，台湾累计429
人确诊。

这名新增病例为20多岁的
舰队实习生，4月18日第一次采
检虽然结果呈阴性，但血液中抗
体阳性，于24日第二次采检，25
日确诊。

指挥中心表示，“敦睦”舰队
群聚事件截至目前共31人确诊，
卫生单位现已掌握接触者共1865
人，其中534人为居家隔离对象，
1331人为自主健康管理对象。

据指挥中心统计，429例确诊
病例中，分别为343例境外输入，
55例本土病例及31例“敦睦”舰
队感染病例。确诊个案中6人死
亡，275人解除隔离，其余仍住院
隔离。 （新华）

北京立法治理
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

“不在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
交通的列车内进食；停放车辆不
占用无障碍停车位、盲道等无障
碍设施；适量点餐、践行“光盘行
动”……24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通过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
化为法律规范，重点治理不文明
行为。《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将于6月1日起施行。

首都文明办主任滕盛萍介
绍，条例还明确要制定“公共文
明引导员队伍的培训、管理、保
障等具体办法”，首都文明办将
总结好近年来公共文明引导员
队伍建设管理的有效经验和成
功做法，争取在一年内制定好具
体办法。同时，还将会同相关部
门尽快启动“文明行为记录制
度”建立工作，激励人们争做文
明行为表率。 （新华）

4月25日，志愿者向市民介
绍茉莉花的种植方法。

当日，福建省福州市委文明
办联合鼓楼区南仙茉莉志愿服务
中心开始向市民赠送20万株茉莉
花苗。茉莉花是福州市花，福州
素有“茉莉之乡”的美誉。（新华）

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9.3万人
新华社北京 4月 25日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5日

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

况。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62

万件次，立案10.4万件，处分

9.3万人，包括省部级干部10

人，厅局级干部691人。

通报显示，2020年第一季

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

信访举报62万件次，处置问题

线索32.7万件，谈话函询7.4万

件次，立案10.4万件，处分9.3

万人（其中党纪处分8万人）。

处分省部级干部10人，厅局级

干部691人，县处级干部0.4万

人，乡科级干部1.4万人，一般

干部1.5万人，农村、企业等其

他人员6万人。

根据通报，2020年第一季

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

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共33.2万人次。其中，运用第

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23.6万

人次，占总人次的70.9%；运用

第二种形态处理7.4万人次，占

22.4%；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

1.1万人次，占3.2%；运用第四

种形态处理 1.2万人次，占

3.5%。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24日
电 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24

日分别报告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36535例、44293例和3695例。比

利时24日公布了三阶段“解禁”

的方案，从5月4日起逐步解除为

控制新冠疫情而采取的封禁措

施。

比利时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

24日发布公报说，过去24小时比

利时新增确诊病例1496例，累计

确诊44293例；新增死亡病例190

例，累计死亡6679例。

比利时首相维尔梅斯24日公

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通过的

三阶段“解禁”方案。在第一阶

段，自5月4日起，工业企业及公

司间业务企业可以复工，远程办

公仍是首选；12岁以上的人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佩戴口罩；

政府将为每人免费发放1个布口

罩；从5月11日起所有商店都可

以重新营业。

在第二阶段，学校最迟从5月

18日复课，中小学最多重启3个年

级，每个班最多10个人，12岁以上

学生和教职工必须全天佩戴口罩

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保护口鼻。第

三阶段从6月8日开始，届时政府

将首先研究餐馆逐步开放的可能

性，此后再考虑开放咖啡馆和酒

吧，节日类型的活动要到8月31

日才能举行。

她说：“我们之所以可以这么

做，是因为当前新冠疫情有所缓

解，但整个解禁过程必须严格遵

守相关安全措施。”

此外，比利时政府还将增加

新冠病毒检测能力，从5月4日开

始，每日将检测2.5万人以上。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

究所24日发布公报说，过去24小

时荷兰新增确诊病例806例，累计

确诊36535例；新增死亡112例，累

计死亡4289例。

卢森堡政府24日发布报告

说，卢森堡累计确诊病例增至

3695例，累计死亡85例。

林郑月娥：确诊数字大幅回落但仍须严阵以待
新华社香港4月25日电 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5日表

示，香港近日确诊数字大幅回落，

但鉴于疫情反复，政府仍须严阵

以待。她有信心“守得住”疫情，

香港“撑得过”经济寒冬。

林郑月娥当日在社交平台发

表题为《抗疫三月 曙光渐露》的

文章中提到，特区政府按疫情发

展迅速应变，参考专家意见，咬紧

牙关果断采取严厉措施应对。确

诊个案由3月底的高位回落，到4

月12日重回个位数字并维持至

今，而且绝大多数个案属输入型

或密切接触者，显示防止了社区

传播，香港再一次化险为夷。

她表示，特区政府决定将各

项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延续至5

月初，对受影响的行业无疑是进

一步打击。政府完全明白业界的

失望和不满，但环顾世界各地暴

发的第二波或第三波疫情，就不

敢掉以轻心。

林郑月娥说，政府会全力保

住员工就业、减轻企业和市民财

政负担，以及部署经济在疫情受

控后尽快复苏。两轮防疫抗疫基

金及相关支援项目以及财政司司

长早前在财政预算案中公布的纾

困措施，涉及总额2875亿港元，占

本地生产总值百分之十，这些措

施正逐步落实，协助企业及市民

渡过难关。

她还表示，过去一个月的抗

疫成效得来不易，有赖全港市民

同心抗疫、医护人员紧守岗位、政

府部门通力合作和各行各业的理

解。她呼吁“只要大家再多忍耐

一时，定可迎来阳光灿烂的明

天”。

荷比卢三国疫情趋缓 比利时公布“解禁”方案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老铁路项目建设

指挥部指挥长黄宏24日向老挝政府副总理、防控

新冠疫情领导小组负责人宋迪移交了中国中铁

捐赠的20万只医用口罩。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