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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今出席 G20 視頻峰會
中方盼全球協作抗疫共同救市
三是加強協調。疫情對全球經濟產生嚴重衝擊。在
確保做好防控的前提下，中國復工復產正在有序進
行，為穩定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發揮重要作用。中方
期待各方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採取必要的財政、
貨幣和結構性政策，推動市場開放，確保全球供應鏈
的開放、穩定、安全和順暢運行，為提振市場信心發
揮建設性作用。
「中方願與 G20 其他成員共同努力，推動這次特別
峰會取得積極成果。」馬朝旭說。

【香港商報訊】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馬朝旭昨日介紹，二十國集團
（G20）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
峰會將於今日舉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將出席峰會。G20 成員、嘉賓國以及相關國際組織負責人將與會。
這將是 G20 歷史上首次舉行領導人視頻峰會，也是自疫情爆發以來，習近
平主席出席的首場重大多邊活動。

國際社會攜手抗擊疫情
馬朝旭說，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點爆發蔓
延，產生嚴重政治、經濟、社會影響。國際社會迫切
希望加強合作，抗擊疫情。G20 是全球危機應對和經
濟治理重要平台，匯聚了主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
經濟體，在應對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發揮了重
要作用。在此關鍵時刻，G20 就新冠肺炎疫情專門舉
行峰會，就應對疫情蔓延、穩定世界經濟進行溝通協
調，具有重要意義。
馬朝旭表示，在習近平主席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下，中國疫情防控取得顯著成效，得到國際社會高度

聯合國籲出台經濟刺激計劃

讚譽。習主席出席特別峰會，體現了中國同國際社會
攜手抗擊疫情的堅定決心，體現了中國推動開展抗擊
疫情國際合作的大國擔當，體現了中國支持 G20 加強
協調合作、穩定世界經濟的積極態度。中方對此次特
別峰會有以下期待：
一是加強團結。病毒沒有國界，疫情面前任何國
家都不能獨善其身。唯有齊心協力，方能戰勝疫
情、穩定經濟、恢復秩序。G20 成員要加強團結，
釋放共同應對挑戰的強有力信號，提振國際社會的
信心。
二是加強合作。面對全球疫情快速蔓延，國際合作
至關重要。中方在全力做好國內防控的同時，及時向
有困難的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我們與各方分享
經驗，共同加強能力建設，提供急需的醫療物資，為
各國來華採購提供便利。希望 G20 成員相互幫助，密
切配合，共同維護國際公共衛生安全。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辦公室 24 日公布了聯合國秘書
長古特雷斯 23 日致 G20 領導人的信件內容。古特雷斯
在信中呼籲 G20 領導人合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並為
此出台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
古特雷斯說，歡迎 G20 領導人即將舉行的遠程視頻
峰會，希望他們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抑制新冠疫情，並
借此機會推動可持續和包容性發展。
古特雷斯在信中表示，新冠疫情要求 G20 領導人
作出前所未有的反應，制定 「戰時計劃」。首要任
務是在世界衛生組織指導下制定新冠疫情應對機
制，協調行動，以阻斷疫情發展，促進科學合作，
尋找疫苗和診療方法，統籌醫療和防護物資的供
應。
古特雷斯呼籲 G20 領導人緊急發起一個總額達數
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把疫情所造成的經濟社會衝
擊降低到最低限度。他說，到今年年底，新冠
疫情造成的損失將以萬億美元計。

習近平同默克爾
通電話
【香港商報訊】國家主席習近平 25 日晚同德國
總理默克爾通電話。
習近平強調，在中國發生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德
方向中方表達了慰問和支持，德國政府和各界紛紛
伸出援手，中國人民銘記在心。目前德國面臨疫情
嚴峻挑戰，中國人民感同身受。中方堅定支持德方
抗擊疫情，願繼續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兩國專家
已進行了視頻交流，德國專家也隨世衛組織專家組
來華考察。中方願同德方分享防控和治療經驗，加
強在疫苗和藥物研發方面合作。

願與 G20 各方團結抗疫
習近平指出，病毒不分國界，是全人類面臨的共
同挑戰。任何國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獨善其身。二
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即將召開。
中方願同包括德國在內的各方加強協調合作，發出
同舟共濟、團結抗疫的聲音，提振國際社會信心。
要兼顧當下和長遠，統籌國內效應和全球影響，加
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保增長，穩就業、
保民生，同時推動市場開放，確保全球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並強調，中德雙方要繼續做好重
要政治議程籌劃，持續推進各領域交流合作，確保
中德、中歐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挖掘新興產業合
作潛力，減少疫情衝擊。
默克爾表示，德方感謝中方提供的及時和寶貴幫
助，希望同中方開展疫苗、藥物研發等領域科研合
作。二十國集團成員應該加強協調合作，相互支持，
為克服目前危機、穩定全球經濟發揮引領作用。

3 月 24 日 ， 匈
牙利從中國採購防
疫物資的包機抵達
布達佩斯。
新華社

全球金融危機腳步近
3 月 25 日 ， 中
國第三批赴意大利
抗疫醫療專家組成
員在登機。
新華社

衛健委：
嚴防境內反彈
【香港商報訊】25 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宣
傳司副司長米鋒介紹，3 月 24 日，中國內地無新
增本土確診和疑似病例。
據 介 紹 ， 3 月 24 日 0-24 時 ， 31 個 省 （ 自 治
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新增確診
病例 47 例，均為境外輸入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33 例，均為境外輸入病例；新增死亡病例 4 例。
當日新增治癒出院病例 491 例，解除醫學觀察的
密切接觸者 1215 人，重症病例減少 174 例。
截至 3 月 24 日 24 時，累計報告境外輸入確診
病例 474 例。米鋒強調，隨着各地進一步復工復
產，人員流動增加，要毫不放鬆疫情防控，把
「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措施落
實到位，嚴防境外疫情輸入和境內疫情反彈。

海關嚴查 「四類人員」
海關總署衛生檢疫司副司長宋悅謙 25 日說，
海關已向 12 個指定第一入境點緊急調配專業人
員，對進入這些口岸的航班嚴格開展 「三查三排
一轉運」。
截至 3 月 25 日零時，天津、呼和浩特、石家
莊、太原、瀋陽、上海、大連、青島、鄭州、西
安等 10 個海關共對 38 架次航班嚴格開展 「三查
三排一轉運」，加強流行病學調查，對發現的確
診病例、疑似病例、有症狀人員和密切接觸者等
「
四類人員」全部按照地方聯防聯控機制的要求
妥善處置。

中國修煉內功防風險輸入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鶯報道：作為 2020 年的第
一隻 「黑天鵝」，新冠肺炎疫情給原本疲軟的全球經
濟蒙上陰影。而近期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盪，美股出
現近 33 年來罕見斷崖式大跌，歐洲股票市場一片慘
淡，金融危機的腳步聲似乎越來越近。
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國在這場變局中
如何化危為機，行穩致遠？分析認為，中國對沖疫情
影響的 「六穩」宏觀政策將持續落地，支撐着市場信
心，而中國資本市場的風險正在逐步收斂，金融改革
的重點仍是市場化與國際化。

向中國傳導或具時滯性
2008 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讓 「系統性風險」一詞變得
家喻戶曉，轉眼 12 年過去，全球金融市場再次走到
危機邊緣。
隨着目前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進程逐步推進，分
析認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分工高度化、中國
長期以來用外需來支持經濟的發展模式等，都決定了
中國或難再成一枝獨秀。
在目前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金融
危機的背景下，恆大研究認為，經濟危機將從貿易、
外需、產業鏈、資本流動、金融市場、疫情輸入、外
匯、房地產、交叉傳染等途徑向中國傳導。由於傳導
具有時滯性，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後的金融危機和各國
經濟衰退對中國的影響可能更深遠，現在還遠沒到宣

告勝利的時候。

人幣資產避險特徵開始顯現
在本輪流動性危機中，新冠肺炎疫情其實只是全球
市場的一點 「外傷」，真正的 「內傷」在於槓桿的攀
升和資產泡沫的膨脹。隨着目前中國承受風險能力的
增強，在不確定的世界中，中國目前相對安全。
環顧全球，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仍然能夠維持一定
的經濟增長，十年期國債名義利率維持在 2.5%以上，
遠高於海外水平。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告訴記者，是否會爆
發全球金融危機，銀行體系是否平穩是最重要的因
素。目前國際投資者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和資本市
場發展潛力，特別是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
人民幣資產的避險特徵也開始顯現。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偉同樣認
為，在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背景下，中國國債必將成
為避險資金的重要選擇。隨着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
加速推進，人民幣資產避險屬性進一步顯現，有望成
為全球資金的避風港，吸引資金流入。而中國經濟的
穩定增長，也將繼續發揮世界經濟的穩定器的作用。
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由於金融市場的聯動性，
如果海外金融市場因為持續下跌導致流動性風險，
中國金融市場很難完全置身事外，覆巢之下，焉有
完卵。

需防範輸入性金融風險
為避免全球金融市場的動盪給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
帶來二次衝擊，業內認為，中國需要提早採取有效措
施加以積極應對。
恆大研究表示，中國目前的任務是三大戰役：抗擊
疫情、恢復生產、擴大內需。目前前兩仗打得很好，
當務之急是擴大內需，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
的後續衝擊，防止失業潮和企業倒閉潮，形勢十分嚴
峻。因此擺在目前仍是要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
為輔，啟動 「
新基建」的緊迫性也隨之上升。
唐建偉認為，中國目前要確保金融市場穩定運行，
防範輸入性金融風險。中國非常有必要出台相應的穩
定資本市場、穩定市場預期的政策來對沖：如出台臨
時性禁止做空行為、鼓勵上市公司回購、社保基金增
持指數基金等措施來恢復市場流動性和信心。此外，
財政和貨幣政策應統籌協同，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
目前外部環境變化對出口的衝擊較大，中國要穩定經
濟，目前只能靠穩內需，這就要求財政和貨幣政策協
同綜合，投資和消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全球衰退也正是中國體現負責任大國地位的時
機，從貿易、金融等多領域進一步推進開放，推動人
民幣的國際化，加強國際合作，引導全球化潮流對抗
逆全球化，這可能是一次中國難得的機遇。」唐建偉
稱。

湖北交通有序恢復
【香港商報訊】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揮
部昨日召開新聞發布會，湖北省交通運輸廳副廳長王
本舉表示，將逐步解除離鄂離漢通道管控，穩妥有序
恢復交通運輸秩序。
王本舉稱，25 日起，湖北開始有序解除離鄂管控通
道。27 日零時，武漢市以外地區所有通道卡點全部撤
除完畢。從 4 月 8 日零時起，武漢市解除離漢離鄂通
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復對外交通。
鐵路運輸方面，王本舉介紹，從 25 日零時起，恢
復除武漢市以外的省內外旅客列車秩序，解封除武漢
市以外所有鐵路車站的到達、出發通道。中國鐵路武
漢局集團副總經理鮑立群表示，28 日起先行開行 18
對列車。武漢始發列車 4 月 8 日後恢復。

航空運輸方面，王本舉稱，正商請國家民航局，儘
快恢復除武漢機場以外其他市州支線機場商業客運航
班，同時恢復國際航空在內的貨運航班正常運行。從 4
月 8 日零時起，恢復武漢機場商業客運航班。據悉，
湖北襄陽、恩施、神農架三大機場已經具備復航條
件，並已向民航局提交了復航申請，正在等待批覆。
道路運輸方面，逐步恢復全省（除武漢市外）道路
運輸秩序；在出發地與到達地協商同意後，恢復省際
客運班車和包車運輸。同時，有序恢復城市客運、城
鄉客運、出租汽車、網約汽車、輪渡、縣際客運、市
（州）際客運。。
值得一提的是，w 支援湖北醫療隊已通過各種交通
方式陸續分批有序撤回。截至 24 日 24 時，已有 194

支醫療隊、21046 名醫務人員從湖北撤回，其中，已
有 141 支醫療隊、14649 人從武漢撤回。目前仍有 139
支醫療隊、16558 人堅守在武漢救治一線。

武漢疫情評估降為中風險
為無縫對接武漢三大火車站，解決外省來鄂來漢人
員及復工復產人員市內交通出行，自 3 月 25 日起，武
漢恢復部分公交線路運營，恢復的公交線路共計 117
條；3 月 28 日起，恢復軌道交通 1 號線、2 號線、3 號
線、4 號線、6 號線、7 號線運行。
另據湖北媒體報道，湖北省市縣疫情風險等級評估
報告 25 日更新，武漢市城區疫情評估等級已從高風
險降為中風險，湖北省其餘市縣全為低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