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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 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
通过五方面举措助力全球抗疫斗争。

有记者问：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多
地快速蔓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
示，新冠肺炎成为全球性流行病的威胁已
经非常现实。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疫情
态势，中方下步准备如何同国际社会加强
合作应对疫情？

耿爽说，经过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艰
苦努力，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
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与此同
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并呈现
蔓延态势，部分国家疫情还比较严重。各
国加强沟通协作，携手抗击疫情，共同维
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进一步上升。

耿爽表示，中方愿在毫不放松继续做
好本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努力为全球
的抗疫斗争作出贡献：

第一，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加强沟
通协调。互通疫情信息是国际社会整体
抗疫斗争的重要一环。疫情发生后，中方
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分享了病毒基因序
列信息，及时向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
情。“我们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及对全球
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精
神，及时向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信
息。同时加强同各方协调合作，推动地区
和全球的联防联控，努力阻止疫情扩散蔓
延。”

第二，同世界各国开展抗疫经验分享
和交流。目前中方已经发布了 7版新冠肺
炎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这些方案源于

中国，面向世界，已翻译成多语种同世界
各国分享交流。迄今中方已与欧盟、东
盟、非盟、加共体、上合组织、南太岛国及
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格
鲁吉亚等国举行视频会议，交流疫情防
控和诊疗经验。中方将继续通过各种形
式 同 有 关 国 家 和 国 际 组 织 加 强 交 流 借
鉴，共同提升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的能力。

第三，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派遣医
疗专家团队。截至目前，中国红十字会已
经向伊朗、伊拉克派遣专家团队，在当地
密集开展工作，协助两国开展疫情防控，
得到当地部门和百姓的一致好评。中方
还正在准备向意大利派遣医疗专家团队
支援当地疫情防控。“我们将继续通过这
种 形 式 向 有 需 要 的 国 家 提 供 支 持 和 帮

助。”
第四，向国际社会提供药品等防疫物

资援助。疫情无情人有情。中国政府向
世界卫生组织捐款 2000万美元，向有关国
家捐赠口罩、药品、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向
一些国家出口急需的医疗物资和设备。
中国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也纷纷向其他
国家伸出援手。中方愿在全力抗击本国
疫情的同时，克服自身困难，继续向有需
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第五，同国际社会加强科技合作。中
方愿同有关国家在药物、疫苗、检测试剂
等方面开展科技合作，为在全世界范围内
早日战胜疫情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们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夺取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最终胜利。”耿爽说。

新华社南京 3月 11日电 记者 11 日
从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一
个由中、英地质学者组成的团队最新发
现，在约 30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气候凉
爽、湿度适中，被温带落叶阔叶林覆盖，与
如今极端干旱的气候条件有很大不同。

柴达木盆地是中国三大内陆盆地之
一，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如今的柴达木
盆地以干旱为主要气候特点，气温变化剧
烈，风力强盛，日温差常达到 30摄氏度左
右。

此次，研究团队在柴达木盆地北部发
现了一个约 3000 万年前的植物化石群。
研究人员运用分析程序研究了这些化石，
并结合大气海洋综合环流模型，重建了当
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

重建结果显示，与现在化石产地年均
气温 1.9 摄氏度、年降水量 82.7 毫米的寒

冷、干旱气候不同，3000 万年前的柴达木
盆地气候凉爽、湿度适中。当时，那里年
平均气温 11.6摄氏度左右，冬季温度接近
冰点、夏季凉爽，温度季节性差异远小于
现在。当时的年降水量很可能超过 1000
毫米，夏季干燥、冬季湿润，降水的季节性
差异也相对较低。但 3000 万年前的柴达
木盆地与现在也有相似之处：当时那里的
海拔已经达到 3.3 千米左右，与盆地现今
的海拔类似。

“3000 万年前的柴达木盆地，覆盖着
以杨树类和豆科植物为主的温带落叶阔
叶林。在西风带控制下，曾经横贯欧亚大
陆的大洋带来充沛的水汽，滋养着植物的
生长。”参与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古所副
研究员史恭乐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
知名地学期刊《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上。

新华社武汉3月11日电 据湖北省人
民检察院 11 日通报，湖北检察机关已对
武汉市委原常委、秘书长蔡杰（正厅级）作
出逮捕决定。

通报显示，蔡杰涉嫌受贿、滥用职权
一案，由湖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湖北省人民检
察院指定管辖，由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
分院审查起诉。

日前，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以
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对蔡杰作出逮捕
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月 10 日，武汉新增出院 1212 例。此
前 2 月 24 日至 3 月 8 日新增出院人数曾连
续 14 天超过千人。鉴于有少数出院患者
出现核酸检测复检阳性的问题，国家卫
健委最新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
方案 （试行第七版） 提出，建议出院患
者应继续进行 14 天的隔离管理和健康状
况检测。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任务
依然艰巨繁重，做好出院患者康复医疗也
是重要工作之一。数据显示，武汉目前已
累计治愈出院 3 万多人，如何进行后续管
理和监测？记者进行了追踪。
逾半出院患者仍在康复驿站隔离观察

为保障新冠肺炎治愈出院患者及其家
人的健康安全，在试行第七版诊疗方案发
布之前，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已于 2 月 22 日发布通告：“即日起新冠肺
炎治愈出院患者完成医院治疗后，应到指
定场所统一实施为期 14 天免费的康复隔
离和医学观察。观察期满，身体状况符合
条件的解除隔离。”

记者采访发现，2 月下旬最早一批入
住康复驿站的治愈患者，近期已经 14天隔
离期满，开始陆续解除隔离。3 月 8 日，青
山区厂前街康复驿站首批 50 名隔离期满
14 天的新冠肺炎治愈患者，解除隔离返
家；截至 3 月 10 日，江汉区民意街铂莱华
大酒店康复驿站 9 名出院患者经检测，获
得解除隔离证明后回家。

记者调查发现，在武汉一些街道、社
区，超过一半的出院患者在康复驿站隔离
观察。截至 3 月 10 日，汉阳区江博社区有
35 名出院患者，其中 19 名目前在康复驿
站；江汉区民意街道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 3 月 10 日，176 例出院患者中，134 例还
在康复驿站，超过出院患者的 7成。

湖北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10 日，武汉累计治愈出院 33041 例。根
据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数
据，3 月 10 日，康复驿站可使用床位 35052
张，已使用床位 18451 张。根据床位数测
算，目前武汉已出院患者中，超过一半还
在康复驿站隔离观察。

康复驿站：有的是征用酒店、学生宿
舍，有的是临建

记者近日走访多家康复驿站，发现其
中一些康复驿站之前是密切接触者集中
隔离点或疑似患者隔离点。

在江汉区民意街道，铂莱华大酒店的
52 间客房高峰期住满了康复隔离观察人
员。康复驿站负责人郑卫国介绍，该酒店
于 2 月 4 日被征用为疑似病人的隔离点，
疑似病人转送完后，2 月 24 日开始成为康
复驿站，接收出院患者。

有的区征用了大学生宿舍作为康复驿
站。记者进入康复驿站看到，原本 4 人一
间的学生宿舍已经被改造为单人单间，学
生的床铺和柜子均钉上防护纸，房间内另
置一张单人床，并配备有保温杯、拖鞋、卫
生纸等生活用品。

记者采访发现，有的区新建临时建筑

作为康复驿站。硚口区印染厂康复驿站
是在一处建筑工地上新建的板房，共 400
个床位。尽管房间较简陋，但水电、洗手
间等相关设施齐全。

记者采访发现，康复驿站都配备了医
护人员。在硚口区印染厂康复驿站，截至
3月 11日入住 244人，医护人员达到 12人；
铂莱华大酒店截至 10 日有 45 人在隔离观
察，共 4名医护人员。据了解，除了体温测
量等常规医学观察，有的康复驿站还协调
心理公益组织，为心理压力较大的出院患
者提供咨询服务。

根据试行第七版诊疗方案，出院患者
“ 有 条 件 的 居 住 在 通 风 良 好 的 单 人 房
间”。但记者走访发现，有的康复驿站没
有实现一人一间。主城区一个康复驿站
由印刷车间改造而成，原本预备作为方舱
医院。该康复驿站负责人介绍，目前有
500多张床位，实际入住 170多人。入住人
员之间相隔床位，床间距尽量拉开，人均
达 6平方米。
加强随诊排查，有专家建议建专门病例库

记者走访一些康复驿站发现，个别出
院患者在隔离观察期间出现发热、胸痛等
症状，被转送定点医院。

3月 8日 9时许，记者来到中心城区一
康复驿站，一辆救护车正准备将一名在此
处康复观察的患者送往医院。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该患者 55 岁，从方舱医院出来
进入康复驿站继续隔离，8 日一早自称出
现胸闷胸痛的情况，驿站工作人员于是联
系医院转送。

在武昌区一康复驿站，一名 43岁的出
院患者 3 月 6 日下午转入驿站，当天夜间
即发高烧，监测体温为 39.3 摄氏度，被紧
急送往定点医院。

值得注意的是，在 2 月 22 日设立康复
驿站之前，部分出院患者按照当时的诊疗
方案居家隔离，其中有个别出现“复阳”。
在汉阳区一社区，16名患者治愈出院后居
家隔离。其中一名患者 2月 5日出院，2月
20日复查核酸检测阳性，再次入院。这名
患者的丈夫作为密切接触者也被再次隔
离观察。

记者了解到，目前武汉市的一些区进
一步加强排查力度，对之前居家隔离的少
数自愈患者、隔离点治愈的疑似患者等进
行随诊排查。

一主城区卫健委负责人介绍，该区正
在对 700 多人进行排查，目前已给 200 多
人开具解除隔离的医学证明。“如果有患
者确实还需要住院，我们将再次收治。”

多位医学专家表示，根据临床发现，
应加强对新冠肺炎治愈者的跟踪观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副教授、江夏区新冠肺炎防治专家组组长
刘本德建议，鉴于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发现
的病毒，目前对其了解还不够深入，应加
强出院患者后续随访、监测，可建立新冠
肺炎患者病例库，如发现相关症状可及时
报告、预警。

新华社武汉3月11日电

武汉累计治愈出院3万多人
后续如何管理和监测

3000万年前
柴达木盆地凉爽湿润

涉嫌受贿滥用职权

武汉市委原秘书长蔡杰被捕

3月11日，长沙市开福区一家机器人公司的技术人员在组装晨检防疫机器人。
近日，为助力复工复产企业做好疫情防控，长沙市开福区的部分科技公司陆续研

发和改装出适用于不同场景的晨检防疫机器人。晨检防疫机器人具备体温检测、数
据记录和反馈等基础功能，部分还具备手部消毒功能，提高了防疫工作效率，有效减
轻了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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