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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针对美方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行为

航空公司遭受重创 美股多次出现熔断 特朗普这回终于严肃了

中方采取反制措施

“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
在白宫谈到疫情时，特朗普表情
比以往略显凝重。他感叹病毒的高
传染性“非常糟糕”，
“我们面临隐形
的敌人”。很罕见的，他并未重复此
前关于疫情“可控”的表述，相反却警
告疫情可能会持续到今年七八月份
甚至更晚。

据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6 日电（记者 许
缘 杨士龙）美国总统特朗普 16 日在华盛顿
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美国经济可能会
出现衰退。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说，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持续至 7 月或 8 月。
目前，美国政府首要任务是控制疫情蔓延，白
宫将支持因疫情遭受重创的航空公司。

当被问及美国经济是否会因疫情而出现
衰退时，特朗普说，
这是
“有可能”
的。但他同
时表示，疫情结束后，
美国经济和股市有望强
劲反弹。
当天，特朗普还发布新冠肺炎疫情指导
方针，建议所有美国人未来 15 天避免 10 人
以上规模的聚会，并避免不必要的旅行或在
酒吧、餐厅等场所聚集。

建议公众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俄亥俄等 4 个州

白宫出炉最严防疫指南

宣布推迟总统预选

据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6 日电 美国白宫
16 日以总统名义发布一份指南，建议公众采
取一系列措施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指南说，即便是年轻或健康人士也面临
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指南建议美国公众
尽可能在家办公或学习；避免 10 人以上聚

会；避免到酒吧、餐厅或美食广场就餐；避免
随意出行、购物或社交活动；不要前往疗养
院、养老院等设施，除非是为提供重要帮助。
指南还建议人们勤洗手，特别是触碰过
常用物后要洗手；
避免触摸面部；
打喷嚏或咳
嗽时使用纸巾或手肘遮挡；
对常用物勤消毒。

近 8000 万岗位面临中高等风险 小型企业受最大打击

疫情对美国经济构成多重冲击
美国股市 16 日再次触发熔断机制，收盘
时主要指数均暴跌超过11%，
其中道琼斯工业
平均指数创下 1987年
“黑色星期一”
以来的最
大单日跌幅。分析人士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对
美国宏观经济构成多重冲击，目前从就业、债
务、
信心等方面看均令人担忧。
美国最新就业数据下周即将出炉，曾经
在特朗普政府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的凯文·哈西特预测，
美国可能在一个月里损
失多达近 100 万个就业岗位，这是多年来还
未出现过的情况。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穆迪分析公
司 最 新 报 告 报 道 ，整 体 而 言 ，美 国 有 将 近
8000 万就业岗位面临中等至高等风险，其
中运输、旅游、娱乐、能源等行业的 2700 万
岗位最易受到疫情冲击；由于企业普遍无限

全球战“疫”
英国首相

再次提升应对力度
据新华社伦敦 3 月 16 日电（记者 张家
伟）综合英国卫生当局 16 日发布的数字，
英
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达 1543 例。随
着数字攀升，政府开始呼吁人们尽量避免
不必要的社交接触及不必要的出行。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
上宣布了多项公众防疫举措，包括人们应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接触以及不必要的
出行，避免去酒吧、餐厅等人多场所；如果
居民本人或家中任何人出现发烧或持续咳
嗽等症状，
应在家隔离 14 天；
人们应尽可能
在家工作等。预计接下来数天内，政府还
将进一步要求包括 70 岁以上老人及孕妇等
高风险人群在未来约 12 周里最大程度避免
与外界接触。

法国总统

正处于
“战争状态”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
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6 日傍晚，
美 国 新 冠 肺 炎 确 诊 病 例 累 计 已 超 过 4400
例，死亡 78 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的数据显示，美国首都华盛顿和 49 个州以
及数个海外属地已出现确诊病例。其中，
华盛顿州、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疫情较
为严重。

期暂停招聘，失业者再就业难度增加；小型
企业受打击最大，即使危机结束也可能难以
重新开业。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日前公布的最新
调查显示，3 月纽约州制造业已开始下滑，
总 体 经 营 状 况 指 数 降 至 2009 年 以 来 新
低。万神殿宏观经济学研究公司首席经济
学家伊恩·谢泼德森认为，
“ 美国制造业重
回衰退”。
从多家美国财经媒体进行的经济学家调
查来看，受疫情拖累，
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
度出现萎缩已成为普遍共识；
最大的悬念是，
美国经济会否在第三季度实现反弹，还是会
继续萎缩、陷入技术性衰退，
从而终结美国历
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
综合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6 日电（记者 孙丁
徐剑梅）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
美国俄亥俄州16
日晚下令关闭该州投票站，
推迟原定17日举行
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俄亥俄州预选。
俄亥俄州卫生部门主管埃米·阿克顿当晚
签署命令说，
目前举行选举将迫使投票站工作
人员和选民面临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俄亥俄州州务卿弗兰克·拉罗斯随后在
一份指令中说，俄亥俄州预选将被推迟至 6
月举行。
本月早些时候，
俄亥俄州州长迈克·德瓦恩
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据
美国媒体统计，
俄亥俄州已出现50个确诊病例。
除俄亥俄州外，路易斯安那州、佐治亚州
和肯塔基州也已宣布推迟预选。不过，亚利
桑那州、伊利诺伊州和佛罗里达州将按原计
划于本月 17 日举行预选。当地选举官员表
示，将采取额外卫生预防措施。

“这是对中国搞污名化”

新华社发

世卫组织：检测、检测、检测！
测、隔离以及接触者追踪方面有足够紧急的
医疗机构收治轻症患者已超出某些国家的能
升级措施，而这些是疫情应对措施的支柱。 力，就应优先考虑收治老年患者和有基础疾
预防感染和拯救生命的最有效方法是打破病
病的病例。
毒传播链。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检测和
谭德塞说，拥有先进医疗卫生系统的国
隔离。
家在应对疫情时也困难重重。随着病毒向低
“谁都不可能蒙住双眼救火。如果不知
收入国家蔓延，世卫组织非常担心疫情可能
道谁被感染了，就无法阻止这场大流行，”谭
影响艾滋病病毒高流行地区人群以及营养不
德塞说，
“我们向所有国家发出一个简单的信
良的儿童。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每个国
息：检测、检测、检测！对每一个疑似病例进
家、每个人尽其所能阻止病毒传播。”
行检测！”
他表示，未来几天、几周以及几个月将
此外，世卫组织建议，
包括轻症病例在内 “考验我们的决心，我们对科学的信赖和我
的所有确诊病例都应在医疗机构隔离，以防
们的团结互助精神”，应对疫情的要点是同
止病毒传播并为病例提供适当医护。如果在
舟共济。

新增病例数下降

意大利：疫情拐点可能正在到来

据新华社巴黎 3 月 16 日电（记者 徐
永春 唐霁 陈晨）法国总统马克龙 16 日晚
发表电视讲话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峻形势，法国处于
“战争状态”
，
需要全面动
员抗击疫情。
马克龙呼吁法国人
“最大限度”
减少出
行。他说，从 17 日中午起至少 15 天内，法
国人应“最大限度”减少出行，并避免与外
界接触。外出集会、走亲访友、逛公园和遛
马路都将被禁止，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或
者外出就医等特殊情况，居民应尽可能待
在家中。他呼吁民众遵守卫生规定和疫情
防控规定。
在首都罗马，以往人潮汹涌的许愿池、万
神庙、斗兽场、威尼斯广场等热门旅游景点几
乎空无一人。与此同时，警察加大了执法力
度，会在街头查验人们的身份证件及说明出
行理由的“自我声明”。
新华社发

伊朗总统

战胜疫情很有希望
据新华社德黑兰 3 月 16 日电（记者 陈
霖）伊朗总统鲁哈尼1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组会议上表示，
根
据卫生部的报告，
战胜疫情很有希望。
鲁哈尼说，在卫生部和内政部协调下，
17 日起，民众将在各个大型城市的城外区
域接受发热和相关症状检测，出现新冠肺
炎相关症状者将被强制居家隔离，情况严
重者将被送至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伊朗卫生部副部长莱西 16 日说，目前
已完成约 1000 万名居民的筛查工作。

据 新华社罗马 3 月 16 日电（记者 陈占
杰）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负责人、新冠病毒应
急委员会专员博雷利 16 日说，意大利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增幅出现下降趋势，疫情拐点可
能正在到来。
博雷利在当晚举行的视频新闻发布会上
说，除死亡和治愈病例外，
意大利现有确诊病
例 23073 例，24 小时内增加 2470 例，低于上
一日 2853 例的增量，这一增幅也几乎是 3 月
份以来的最低值。
博雷利说，虽然数据还不完整，
但目前来
看增幅在下降，预计未来几天这一趋势会更

加明显，拐点可能正在到来。
截至当地时间16日18时，
意大利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 27980 例，其中死亡 2158 例，治愈
2749 例。在现有 23073 例确诊病例中，有
11025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普通治疗，
1851人在
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另有10197人居家隔离。
意大利高等卫生理事会主席佛朗哥·洛
卡泰利当天向媒体表示，现在的确诊人数反
映的是 12 天至 14 天前的感染率，等目前采
取的管控措施反映在感染人数上时，
“我们才
能看到感染人数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看到
重症患者数显著下降”
。

我外交部
回应美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

预防感染和拯救生命的最有效方法是打破病毒传播链

新华社日内瓦 3 月 16 日电（记者 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 16 日宣布，中国以外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过中国数字。世卫组织
呼吁，预防感染和拯救生命的最有效方法是
打破病毒传播链，不要蒙住双眼救火，
必须检
测每一个疑似病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例行记者会
上说，过去一周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升级。目
前，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和死
亡人数都已超过中国。各国都升级了社会
隔离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取消体育赛事和
其他集会等。
谭德塞指出，目前还没有看到各国在检

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 近年来，
美国政府对中国媒体驻
美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新闻报道活动无端设限，
无理刁难，
不断升
级对中国媒体的歧视和政治打压，
特别是 2018 年 12 月美方要
求有关中国媒体驻美机构注册为
“外国代理人”
，
2020年 2月将
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
“外国使团”
，
随即又对上述5家媒体
驻美机构采取人数限制措施，变相大量
“驱逐”
中方媒体记者。
中方第一时间就美方错误做法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表达坚决
反对和强烈谴责，
并强调保留做出反应和采取措施的权利。
中方宣布，自即日起：
第一，针对美方将 5 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
团”，中方对等要求“美国之音”
、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
《时代周刊》这 5 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向中方
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信
息等书面材料。
第二，针对美方大幅削减、实际驱逐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员
工，中方要求《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年底
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 4 天内向外交部新闻司申
报名单，并于 10 天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从事记者工作。
第三，针对美方对中国记者在签证、行政审查、采访等方
面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对美国记者采取对等措施。
中方上述措施完全是对美方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
构被迫进行的必要对等反制，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美方有
关做法专门针对中国媒体，是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严重损害中国媒体的声誉和形象，
严重影响中国媒体在美正常
运作，
严重干扰中美正常人文交流，
暴露其自我标榜的所谓
“新
闻自由”的虚伪性。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改弦更张、纠正错误，
停止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打压和无理限制。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错上加错，
中方也必将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
也不会改变，我
们始终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法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工
作，并将继续提供便利和协助。我们反对的是针对中国的意
识形态偏见，反对的是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的是
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希望外国媒体和记者为促进中国
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发挥积极作用。

意大利总理孔特 16 日宣布，为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政府将拨款 250 亿欧元（约合 279
亿美元），以强化该国医疗卫生体系，并帮助
工人、企业及家庭渡过难关。
孔特在内阁会议通过上述决定后向媒体
表示，
新措施包括 3 月份向包括个体经营者在
内的所有在职人员发放 600 欧元（约合 670 美
元）补贴、延长假期并发放婴儿看护券、暂停
征收企业税和增值税、
暂停存缴养老金等。
孔特说，这是强有力的措施，
“我们从没
想过用抹布和水桶去抵御洪水，我们正构筑
保护企业、家庭和员工的堤坝”。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记者 朱超）针对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推特上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 17 日说，中方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敦促美方
立即纠正错误，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近来，美国一些政客把
新冠病毒和中国相联系，这是对中国搞污名化，
“我们对
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明确
反对将病毒同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相联系，反对搞污名
化。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无
端指责。
耿爽说，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扩散、
蔓延，当务之急是国际社会齐心开展抗疫合作。美国应
当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为抗疫国际合作、维护全球
公共卫生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

回应美称将医疗供应链转回美国

“既不现实 也不明智”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记者 朱超)针对美官员所
称白宫准备通过总统行政令将医疗供应链从中国等国家
转回美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7 日表示，不论以任何借
口或任何方式，试图人为切断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既不
现实，也不明智。这不但无法解决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
反而会让美国普通民众受到更多的伤害。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
员会主任纳瓦罗 16 日称，白宫正准备一项总统行政令，
将医疗供应链从中国等国家转回美国，以降低对外国的
依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全球化时代，
各国利益深度交融，
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
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耿爽说，不论以任何借口或任
何方式，试图人为切断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甚至鼓噪
“转移”
“脱钩”
，既不现实，
也不明智。
“疫情面前，
说这种话简直就是抓错了药，
开错了方，
不但无法解决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反而会让美国普通
民众受到更多的伤害。
”
他说。
耿爽表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医用防护服和口
罩生产国，在全球医疗及防疫物资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
着重要地位。当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变化，经
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中国医疗防疫物资生产能力也在
快速恢复和提升当中。
“这为全球医疗及防疫物资产业链
供应链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支撑与保障，也为全球各
地的抗疫斗争提供着支持与帮助。
”
据耿爽介绍，中国已经或正在向巴基斯坦、老挝、泰
国、伊朗、韩国、日本、意大利、非盟等数十个有需要的国
家和地区组织提供了他们急需的医疗物资，也鼓励和支
持中国的医疗设备、救治药品、防护用品生产企业扩大生
产，在保证国内需求的同时，对接国外商业采购需求，共
同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贡献。

一批中国援助口罩运抵比利时，这是 3 月 16 日在比利时
列日机场拍摄的口罩包裹。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