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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记者
伍岳 王卓伦）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越南方
面涉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有关主张违反
包括《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内的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9日称，3月30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递
交照会，反对中方关于南海主权主张的
两份照会，重申对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
主权，同时重申对根据《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确定的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
和管辖权。

外交部：

越方涉西沙、南沙群岛的主张违反国际法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4 日电 （记
者 许缘 高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14日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3%，衰退程度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
机引发的经济下滑，为上世纪30年代
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全球经济衰退。

报告称，自1月份IMF发布《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以来，全球经
济形势急剧变化，新冠疫情引发的公共
卫生危机对经济活动造成巨大冲击。
基于全球多数国家疫情将在今年第二
季度达到峰值、下半年消退的基准情景

假设，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
缩3%，较1月份3.3%的增速预测大幅
下调6.3个百分点。

报告预计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
萎缩6.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经济将萎缩1%。报告预计今年美国
经济将萎缩5.9%，欧元区经济将萎缩

7.5%，日本经济将萎缩5.2%。
报告指出，在更不利的情景假设

下，全球经济衰退将更严重。如果今年
疫情持续时间更长，今年全球GDP将
比基准情景预测低约3%；如果疫情延
续到2021年，明年全球GDP将比基准
情景预测低约8%。

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
表示，新冠疫情的持续时间和经济影响
仍存在显著不确定性，同时许多国家还
面临公共卫生危机、金融危机、大宗商
品价格大幅下跌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的
多重危机。多边合作对于遏制疫情蔓
延和支持全球经济健康复苏至关重要。

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全球经济衰退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记者
刘奕湛）记者14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
悉，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处理程序规定》明确，交通违法行为人
可以跨省异地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行
为，这项规定将于2020年5月1日起
正式实施。

按照原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只能在
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
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新规定明确
机动车驾驶人对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无异
议的，既可以选择在违法行为发生地处
理，也可以选择在发生地以外的任意地
方公安交管部门接受处理，行政处罚按
照发生地的处罚标准执行。这项措施将
于5月1日起在湖南、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试点，6月底将在全国全面实施。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管理
水平，提升公众参与，新规定明确对单
位或者个人提供的违法行为照片或者

视频等资料，经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
处罚的证据。同时，为维护社会良好风
尚，公安交管部门将通过严格规范群众
举报的范围和程序、依法严厉打击恶意
举报等方式，确保群众举报交通违法行
为得到良好执行。

此外，为进一步规范对酒后驾驶等
违法行为的查处，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
的治理力度，新程序规定还对检验酒驾
醉驾违法犯罪嫌疑人体内酒精含量以
及重新检验等程序进行了规范，并增加
了与保险监管机构建立交通违法行为
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联系
浮动制度等内容。

据了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处理程序规定》于2004年5月1日实
施，2008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该规
定的实施，对规范公安交管部门执法行
为，保护交通参与人合法权益，发挥了
重要作用。

拍下来的交通违法行为将可异地处理
5月1日起试点，6月底将在全国全面实施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教育部
14日公布《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
要求》（国家分数线），并印发通知就做
好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进
行部署。根据通知，复试启动时间原则
上不早于4月30日。

通知指出，复试时间由各招生单位
统筹考虑当地疫情形势、应急响应级别
以及复试工作量等，综合研判自主确
定。复试启动时间原则上不早于4月
30日。复试方式由招生单位根据学科
特点和专业要求，在确保公平和可操作

的前提下自主确定，可采取现场复试、
网络远程复试、异地现场复试以及委托
其他高校复试等方式。

据了解，4月26日至30日，中国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组织举办“2020
年研考招生复试网上咨询”活动，届时
相关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将于
5月20日左右开通，有调剂意愿的考
生，可及时登录调剂系统和招生单位
网站，查询招生单位调剂工作办法、计
划余额等相关信息，按要求填报调剂
志愿。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国家分数线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记
者 王希）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央企扶贫基金）成立以来致力于
探索产业化、市场化扶贫途径，截至今
年一季度已投资项目91个、投资金额
达225.75亿元。这些项目遍布27个省
区市，覆盖了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

这是记者日前从央企扶贫基金管
理人——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旗下的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了解到的信息。

据介绍，央企扶贫基金主要投资于
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产业园区建设、
新型城镇化发展等，适当投资养老、医
疗、健康等民生产业。基金灵活采取股
权投资、可转债、优先股、子基金等方

式，已累计撬动超过2100亿元的各类
社会资本投入脱贫攻坚，助力解决制约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融资难题。

“从扶贫效果出发，我们优先考虑
吸纳就业人数多、带动力强的项目。”央
企扶贫基金总经理王维东表示，根据测
算，基金已投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
直接或间接带动42万人就业，年均为
就业人口提供收入35亿元。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不少企
业经营带来压力。对此，央企扶贫基
金设立了首期规模10亿元的“抗疫帮
扶专项资金”，助力投资企业渡过难
关。“我们将积极推动这笔帮扶资金落
地，后续还将根据疫情发展、投资情
况、帮扶效果等再考虑追加资金。”王
维东说。

央企扶贫基金
向91个项目投资超225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记
者 刘奕湛）记者14日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获悉，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
和决定逮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
14661件24279人，提起公诉23695件
36711人，枪爆类案件占首位，多数案
件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交易。

据介绍，2019年，检察机关受理
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枪爆类案件
占首位，受理及决定起诉案件罪名最
多的是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
罪。涉案犯罪嫌疑人绝大多数为青

壮年男性，部分具有前科劣迹。案件
高发区域主要集中在我国南部边疆、
沿海地区，多数案件通过网络社交平
台进行交易，以快递物流方式进行运
输。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扰
乱疫情防控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偶有
发生，截至3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办理
涉疫情刑事犯罪案件中，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批捕3件3人、起诉2件
2人、以过失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批捕1件2人、起诉1件2人。

去年检察机关起诉
危害公共安全犯罪23695件36711人

据新华社 14 日电 在14日举行
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部等有关部
门负责人介绍了新冠肺炎药物研制疫
苗研发攻关进展等。

我国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记者14日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科研攻关组获悉，我国两款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二
期合并的临床试验许可，相关临床试验
同步启动。这是首批获得临床研究批
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这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分别由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
所、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
合有关科研机构开发而成。

疫苗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疫情
发生以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
关组专门设立疫苗研发专班，按照灭活
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活疫苗、核酸疫苗5
条技术路线共布局12项研发任务，目
前均在稳步推进。

此次获批进入临床试验的灭活疫
苗，是一种杀死病原微生物但仍保持其
免疫原性的疫苗，具有生产工艺成熟、
质量标准可控、保护范围广等优点，可
用于大规模接种，并且有国际通行标准
来判断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据了解，上述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
企业具备大规模灭活疫苗生产能力，根
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已为紧急使用做
好准备。

此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腺病毒载体疫苗已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于12日开展二期临床试验。世界卫生

组织官网公布，这是全球目前唯一进入
二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疫苗。陈薇
介绍，该疫苗以改造过的复制缺陷型腺
病毒为载体，搭载上新冠病毒的S基
因，进入受试者体内，使人体产生对S
蛋白的免疫记忆，从而达到将病毒“拒
之门外”的效果。

超过10项科研攻关成果
应用于临床救治

科技部生物中心副主任孙燕荣介
绍，目前我国科研攻关组已累计部署药
物研发与临床救治相关科研攻关项目
27个，超过10项成果已被纳入诊疗方

案应用于临床救治中。
科研攻关组坚持“老药新用”的基

本思路，在严谨的体外研究和机制研究
基础上快速形成了包括磷酸氯喹、法匹
拉韦以及中医药等主打药品的基本格
局。

临床治疗新技术的研发也取得了
一系列进展。据孙燕荣介绍，在武汉已
有超过200例干细胞治疗案例，从目前
结果看，干细胞应用于新冠肺炎的临床
治疗安全性良好。同时，恢复期血浆在
临床救治方面也显示出了一定疗效，目
前全国已采集超过2000份恢复期血
浆，在临床上的应用也超过了700例。

与此同时，科研攻关组还在积极推

动新一轮项目的部署和研究进程，包括
单克隆抗体、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等多个
研究项目都在大力推进中。

孙燕荣说，中国研究团队正以最快
速度与全球分享中国的临床经验与成
果，据不完全统计，与中国科研团队进
行交流、学术研讨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超
过140个，中国在前期所取得的药物研
发成果已被部分国家采纳，并纳入到相
应的临床救治方案中。

“三药三方”等中医药发
挥重要作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李
昱说，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李昱说，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联防
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下专门设立了中
医药专班，统筹推进中医药疫情防治重
点科研攻关工作和中长期中西医结合
传染病防控机制的建立。专班下设的
临床救治组在前期临床观察基础上，总
结推出中医药“三药三方”，“三药”即金
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颗粒和胶囊、血
必净注射液，“三方”指清肺排毒汤、化
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
中，“清肺排毒汤”被列入中医临床治
疗期首选。李昱表示，研究发现，清肺
排毒汤通过多成分、多靶标起到整体
调节作用，参与到免疫、抗炎、内分泌、
信号传导等生物学过程，抑制细菌内
毒素产生，起到平衡免疫、消除炎症的
作用，避免或缓解炎症风暴。研究显
示，运用中医药的综合干预，较没有运
用中医药综合干预的临床疗效差异显
著。

我国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肺炎药物研制疫苗研发攻关进展等

4月11日，工作人员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生产基地质量检定部门对
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样品进行纯度检测。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记者
姜琳）国家电网有限公司14日在北京、
天津、河北、上海等18个省（区、直辖
市）开工建设12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项目，投资规模 3.6 亿元；同时宣布
2020年将安排27亿元投资充电设施
建设，新增充电桩7.8万个。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批项目将
有力改善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问题，并将进一步带动全国充换电基
础设施建设和商业模式探索，为我国新
能源汽车推广创造良好的使用环境。

据他介绍，截至2019年末，我国新
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已覆盖404个城市，
数量达到120多万个，规模全球第一。
其中，国家电网投资建设充换电站1.16
万个，充电桩9.58万个，构建了“十纵
十横两环”高速公路快充网络，打造了
全球最大的智慧车联网平台。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与新能源
车保有量相比，充电设施仍是短板。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爬坡过坎的
关键时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疫情
和世界经济形势，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布
局建设重要性更加凸显。”辛国斌说。

国家电网集中开工126个充电桩项目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在全球范围内
蔓延。世界贸易组织最新报告预测，考
虑到疫情因素，今年全球贸易恐将缩水
13%至32%。

14日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4%。
在接下来更复杂的局面下，如何稳住外
贸基本盘，各方面都在想方设法。

疫情成最大变数
外贸人承受重压

“今年外贸是真难做。”在外贸行业
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浙江超超安全阀制
造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小根，这几个月来
愁得很。

“一开始是愁复工，疫情来了，工人
回不来。”他告诉记者，在多方努力下复
工复产了，国外又成了疫情“震中”，海
外客户要么取消订单要么延迟收货，一
些工人上班没多久又无单可做。

丁小根的现状和担忧不是个例。
当前，疫情已蔓延至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不少企业停产减产，许多口岸码头
封闭停运，国际物流通道受阻。疫情对
全球供需带来显著扰动，中国不可避免
受到冲击。

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一
季度我国出口 3.33 万亿元，下降
11.4%；进口3.24万亿元，下降0.7%；
贸易顺差983.3亿元，收窄80.6%。受
冲击领域中，加工贸易更为明显。数据
显示，我国一季度加工贸易进出口1.56
万亿元，下降12.4%。

记者长期跟踪调研的几家沿海外
贸企业负责人表示，最近几个月心态的
主打词就是“担心”，从复不了工没法完
成订单，到产品做出来了运不出去，到
产品运出去了又被各种理由拒收，再到
接不到新订单……

外贸新业态逆势上扬
民营企业韧劲更强

即便遭遇意外冲击，中国外贸依然
有其独特的闪光点。

首先，象征着产业链更长、附加值
更高、更能反映企业自主发展能力的一
般贸易在一季度表现明显好于加工贸
易。

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一般贸
易进出口3.94万亿元，下降5.7%，占我
国外贸总值的60%，比重较去年同期

提升0.4个百分点。
其次，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仍旧

保持蓬勃发展态势。一季度通过海关
跨境电商管理平台的进出口额增长
34.7% ，市 场 采 购 方 式 出 口 增 长
50.9%。

就在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在已设立59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基
础上，再新设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这对跨境电商而言是“极大利好”。

再次，民营企业呈现进出口降幅
小、比重提升的态势。值得一提的是，
3月份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6.5%，成为
带动当月我国外贸整体好转的主要力
量。

最后，“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我国稳
外贸和推动市场多元化的重要可靠因

素。一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2.07万亿元，增长3.2%，高出
整体增长9.6个百分点。

打好政策“组合拳”
积极调整“危”中求“机”

形势逼人。如何稳住外贸基本
盘？业内人士认为，要锲而不舍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危”中求“机”。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庄芮认为，要在财税、金融等政策
的制定上协同发力，也要在政策落实上
长抓狠抓，要让更多外贸市场主体享受

“及时雨”。
针对加工贸易尤为承压，我国政府

已经研究出台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举

措，包括降低企业内销成本、扩大内销
选择性征税试点、优化加工贸易结构、
扩大商品准入范围等。

特殊时期，要有特殊之举。国务院
常务会议日前决定，第127届广交会于
6月中下旬在网上举办。这将是广交
会首次完全以网络形式举办，实现中外
客商足不出户下订单、做生意。

作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稳住
外贸基本盘，更有着深切而现实的全球
意义。业内人士认为，广大外贸市场主
体要在转型升级上下更大功夫，同时也
可尽量抱团取暖，进一步增强中国外贸
的韧劲。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李慧颖
程迪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疫情背景之下，如何稳住外贸基本盘？

4月14日拍摄的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当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57万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4%，三月当月进出口出现回升。 新华社发 （耿玉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