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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扎实推进打
通“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果洛州消防救援支
队立足实际，持续在全州开展消防通道集中治理
行动，全力筑牢城市消防安全防护网，确保辖区火
灾形势安全稳定。

按照部消防救援局和省消防总队要求，果洛
州消防救援支队快速响应，立即行动，第一时间向
州政府领导汇报。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果洛
州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工作实施方
案》，对消防车通道集中划线管理、集中组织清
理、集中执法整治、集中宣传曝光等内容进行安排
部署。辖区各消防救援大队专门召开冬春火灾防
控工作推进会暨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约谈培训会，
督促社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确保消防车通
道畅通。

同时，该支队积极协调住建、城管、公安、街道
社区等行业部门联合检查，对各种占用堵塞消防

通道的违法行为做好检查记录、计划整改、事后跟
踪，用足用好法律手段，依法查处了一批违法单位
和个人。在联合检查中，对占用、堵塞、封闭消防
通道的，依法实施警告、罚款处罚；对经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强制清除或者拆
除相关障碍物、妨碍物。

另外，该支队积极协调州电视台广泛宣传报
道，曝光火灾隐患，充分利用物业服务企业、社会单
位小区宣传栏、公告栏张贴宣传资料，同时在微信
公众号、微博上开设专栏，及时通报专项行动开展
情况，科普消防安全知识，做到广播有声音、电视有
节目、报纸有文章、网络有阵地、街上有标语、社区
有专栏，全方位、多角度地向群众宣传防火、灭火和
逃生自救常识。

自集中治理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共张贴“生命
通道”宣传海报 600余份，开展走街入户宣传活动
12次，在全州范围营造了浓厚的消防宣传氛围。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关
于冬春火灾防控期间消防监督服
务的决策部署，果洛州消防救援
支队坚决执行，认真谋划，全力确
保冬春火灾防控期间安全稳定。

果洛消防救援支队始终坚持
政府统一领导，全面落实决策部
署，充分发挥政府在加大火灾隐
患综合治理的主导作用。要求各
职能部门加大隐患整治力度，牢
固树立安全大局意识，有针对性
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对存在重
大火灾隐患单位实行联合督导检
查。

同时，该支队结合当前火灾
防控重点，依托“双随机、一公开”
消防监管新模式深入重点单位场

所开展火灾隐患清查行动，加大
对重点场所的检查力度，全面围
剿火灾隐患，确保全州火灾形势
持续稳定。

另外，该支队加强对社会单
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特殊工种、重
点岗位人员的消防培训，进一步
提升社会各层面人员的消防安全
意识。同时以巡回宣讲、进村入
户的形式，面对面开展零距离宣
传，全面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

下一步，果洛消防救援支队
将持续推动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的
开展，建立政府监管长效机制，压
实单位自身安全责任，进一步提
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助力果洛
州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果洛支队高效推进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果洛消防救援支队扎实开展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

新华社日内瓦2月11日电 为期两天
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 11
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世界卫生组织多名
官员和专家当天表示，欢迎中国科研人员
参与制定针对新冠病毒的“科研路线图”，
期待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由
世卫组织和“全球传染病防控研究合作组
织”联合举办，目标之一是达成一份“科研
路线图”，以协调全球科研力量，确定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重点，讨论诊疗方案
和推动开发疫苗。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在世卫组
织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新华社
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应对疫情有很多

“一手经验”，期待中国科研人员在“科研
路线图”的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本次论坛联合
主席玛丽·保罗·基尼说：“中国科研人员已
经参与到本次讨论中。我们希望，他们能
继续参与设计和确定‘路线图’的过程。”

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
纳坦介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两名
医生当天上午在线参与论坛并分享了相

关数据，介绍了目前在中国已经启动的相
关研究情况。她强调：“大多数（新冠肺
炎）病例集中在中国，因此中国科学家、医
生及研究人员的参与非常重要。”

本次论坛的讨论重点包括新型冠状病
毒的病毒特性、病毒传播的流行病学调
查、临床治疗、药物研发、候选疫苗、科研
伦理等多个方面。全球相关领域的科学
家、有关国家和地区代表、公共卫生机构
代表、伦理学者，以及主要科研捐助者代
表等 400余人以现场和在线形式参加这次
论坛。

世卫组织：协调全球科研力量推动开发疫苗

新华社日内瓦2月11日电 新型冠状
病毒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 11日在日内瓦开
幕。论坛联合主席、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
干事玛丽·保罗·基尼说，科研人员正在
尝试改进一些药物以用于治疗新冠肺炎，
希望能就一些候选药物达成研究共识。

据基尼介绍，目前已有的针对新冠肺
炎的候选药物都是之前用于其他疾病的
药物，科研人员正尝试改进这些药物以
加快用于临床试验。其中，美国雅培制
药公司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洛匹那韦和

利托那韦复方制剂克力芝、美国吉利德
科技公司研制的瑞德西韦两种药物目前
已在试验中。在此次论坛上，科研人员
还 将 讨 论 除 这 两 种 药 物 之 外 的 其 他 选
项，希望能就一些候选药物达成研究共
识。

这一论坛由世卫组织和“全球传染病
防控研究合作组织”联合举办。全球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300名科研人员到世卫
组织总部参会，还有 100多名科研人员在
线参与讨论。论坛还聚集了 25 家全球大

型科研资助机构，其中不少机构已宣布
将为新型冠状病毒研究提供大量资助。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世卫组织全
球传染性危害管理司司长茜尔维·布里安
德表示，从科学家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基
因序列来看，这种病毒与一种在蝙蝠身上
发现的冠状病毒非常相似，但在武汉有关
海鲜市场取样时却没有发现很多蝙蝠，因
此很有可能还存在某种中间宿主，科研人
员还需要一些时间来确定哪种动物充当
了病毒“放大器”的角色。

新冠病毒全球论坛：希望就候选药物达成共识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外孙彼
得·菲利普斯和妻子 11日宣布离婚，结
束存续 12年的婚姻关系。

菲利普斯夫妇在一份声明中说，双
方家庭都对这一消息感到悲伤。不
过，这对夫妻双方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

声明说：“离婚并分享抚养权的决
定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做出，虽然令人
难过，但是一个友好的决定。夫妇两
人的首要任务仍是继续保持友好关
系，抚养他们可爱的女儿萨凡纳和伊
斯拉。”

鉴于私人事务原因，白金汉宫没有
予以回应。

菲利普斯现年 42 岁，是伊丽莎白
二世的女儿安妮公主的儿子、英国王
位第 15顺位继承人。他和加拿大人奥
特姆于 2008 年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女
儿，9岁的萨凡纳和 7岁的伊斯拉。

路透社报道，菲利普斯是英国王室
8 个孙辈中最年长者，没有皇室头衔，
平时为人低调。2016 年，他为庆祝女
王 90 岁生日，在白金汉宫前组织了一
场盛大的街头派对。

最先报道这一消息的英国《太阳
报》说，93岁的女王刚刚经历孙子哈里
夫妇脱离王室生活，菲利普斯的婚姻
破裂可能令她非常难过，因为女王和
丈夫菲利普亲王都非常喜欢菲利普
斯。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日内瓦2月11日电 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1 日在瑞士日内瓦宣
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

“COVID－19”。
在世卫组织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谭德塞宣布，“我们现在将这一疾病命

名为‘COVID－19’”，它是 2019 年暴发的
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疾病的简称。

谭德塞解释说：“在世卫组织、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共同
指导原则下，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不涉及地
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同时方便发音

且与疾病有关的名称。”
谭 德 塞 强 调 ， 为 该 疾 病 命 名 很 重

要，因为可以避免使用其他不准确或是
污名化的名称，同时也为未来可能出现
的其他冠状病毒疫情提供一个标准格
式。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

新华社日内瓦 2月 11日电 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1 日在日内瓦表示，新
型冠状病毒疫苗有望在 18 个月内准备就
绪，目前仍需竭尽全力防控病毒。

谭德塞在世卫组织总部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来自全球的 400多名科学家正在
就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研究工作进行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望在 18 个月内就绪，
尽管疫苗研发尚需时日，但目前已经有许
多可以有效防控这一病毒的公共卫生干预
措施。

谭德塞表示，当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
使用现有“武器”来对抗这一病毒，同时为
长期斗争做准备。

为期两天的“科研路线图：新型冠状病
毒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11 日在日内瓦开
幕。这一论坛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传
染病防控研究合作组织”共同举办。

新冠病毒疫苗有望18个月内就绪
世卫组织总干事：

英女王外孙夫妇
宣布离婚

2 月 11 日，在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
里，北马其顿国家卫队队员在议会大
厦前向升起的北约旗敬礼。

北马其顿议会 11 日投票批准该国
加入北约议定书，北马有望很快正式
成为北约成员国。

新华社发

22月月1111日日，，在瑞士日内瓦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右二右二））在新闻发布会上在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发言。。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