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华社驻非洲地区记者报道：
截至 23 日，非洲已有 43 个国家和地区
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病例超过
1500 例。多国升级防控措施，包括禁止
聚集性活动、关闭学校等场所、限制人员
流动等。

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 23日报告首例
死亡病例。此前，冈比亚、布基纳法索、加

蓬、刚果（金）等国都已出现死亡病例。
布基纳法索商业、工业和手工业部23

日发表声明说，该部部长哈鲁纳·卡博雷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这是布政府宣布确诊
的第5位部长。

博茨瓦纳宣布总统自我隔离。博总
统办公室 22 日发布声明说，总统莫克维
齐·马西西在官邸进行为期14天的自我隔

离，并将接受新冠病毒检测。马西西21日
前往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参加了纳米
比亚总统哈格·根哥布的就职典礼。

一些国家和地区宣布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新举措。安哥拉政府下令从 23日起
关闭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幼儿园。

津巴布韦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23
日晚发表电视讲话，要求所有边境口岸禁

止非必要的人员跨境流动、国民尽量减少
国内旅行、所有体育和文娱场所暂停营
业、禁止50人以上规模聚集性活动等。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23日晚上发表电
视讲话，宣布从 26日凌晨至 4月 16日凌
晨在全国加强防控措施，除了药店、银行、
超市、加油站等商家可以继续营业外，其
他商店一律关闭。

博茨瓦纳总统自我隔离博茨瓦纳总统自我隔离

综合新华社驻拉美地区记者报道：23
日，拉美地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继续快速增
长，总病例数已超6000例。地区内多个国
家采取了包括宵禁、停课、关闭公共场所、限
制入境、加大检测力度等在内的防控措施。

巴西卫生部23日宣布，该国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345 例，累计确诊病例达
1891例，死亡病例累计 34例。为应对日
益严峻的防疫形势，巴西圣保罗州和里约
热内卢州已开始着手建造方舱医院。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 23日
宣布，该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达
981例，较前一日新增192例，累计死亡18
例。秘书处认为，尽管国家已采取一系列
严厉措施限制人员流动，但部分地区措施
落实不到位导致疫情快速蔓延。

智利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该
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比前一日增加 114
例，累计746例。

秘鲁 23日报告新增 32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累计确诊395例，累计死亡5例。
墨西哥卫生部23日晚宣布，截至当天

19时，墨共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7例，较
前一日新增51例，包括4例新增死亡病例。

当地时间23日下午，巴拿马官方通报
称巴境内已累计确诊 345 例新冠肺炎病
例，死亡6例。

阿根廷卫生部 23日宣布该国新增 36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 301 例，
并确认阿根廷出现社区传播。阿政府当

天表示将下放新冠肺炎测试诊断权，准许
更多私人诊所进行测试，以便得出更准确
的确诊人数。

哥伦比亚卫生和社会保障部23日说，
该国新增7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含51例
输入性病例，累计确诊病例达306例，其中
死亡3例。哥政府此前宣布，自23日起30
天内全国所有机场将禁止国际航班降落，
不允许包括哥伦比亚公民及外籍常住居民
在内的任何旅客入境。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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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四个中原”建设、构建“一心两轴三区六片两园” 开启以郑州中央文化区（CCD）为引领的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新征程原区中聚焦

中原区37座公园游园8条生态廊道全面开放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裴鼎坤 王

景碧）春风送暖，百花争艳。疫情过后的中
原大地，花团锦簇，又恢复了欣欣向荣景
象。昨日，记者从中原区城管局了解到，中
原区所属区管 37座公园、游园，8条生态廊
道现已全面开放。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
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中原区绿化工程
全面复工以来，中原区园林绿化养护中心紧抓有
利时节，强抓春季植物返青，精细化做好管理养
护工作，方便市民踏青游玩，领略中原美景。

记者了解到，中原区所属区管 37座公
园、游园，8条生态廊道现已全面开放，走进
其中，草坪油绿绵绵，流水潺潺涓涓，树木葱
翠挺拔，花卉争奇斗艳，鸟啼不绝于耳。在

此赏春，观得是秀色可餐，听得是莺歌燕语，
踱得是流连忘返，闻得是沁人心脾，美得是
沉醉舒畅、不能自持。

今年中原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要
求，还计划完成1个公园、30座游园的建设任
务，新建长江西路生态廊道，新建西直通线北
站西干道生态廊道，完成郑上路生态廊道连
通提质工作、铁路沿线生态廊道的提升、6条
道路行道树树穴连通提质、5个公园的开墙透
绿和升级改造等各项绿化任务。届时，中原
区将新建绿地超过 150万平方米，公园绿地
覆盖率将超过 90%，辖区达到“500米见园，
300米见绿”的标准，人居环境将大大改善。

赏花好时节，美景入眼帘。中原区有着
较好的自然水资源优势，常庄水库、西流湖、

贾鲁河等自然河流、湖泊成为调剂大气环境
的优势资源，南水北调穿城而过。为持续推
进生态水系建设，中原区把引水、蓄水和治
水相结合，通过治理水污染、开挖新湖泊、建
设一系列水系项目大力改善水环境，让灵动
的水系造福于民。

近年来，中原区又新开挖了秀水河、九曲
莲湖、市民湖。秀水河位于南水北调中线总
干渠以北，西起须水河太极湖，东至西流湖，
全长5.15公里，目前景观初步形成。九曲莲
湖位于南部文博大道、汇文路、汇智路、星空
路围合区域，开挖 180亩湖面及周边绿化工
程启动雏形初现。市民湖位于图强路、乐山
路、郑上路、晨星路围合区域，开挖湖面 75
亩，也是闭口型湖泊，工程正在加紧进行。

中原区自然湖泊集中，有些河流、湖泊因
年久失修，功能衰减。随着水生态文明建设
加速推进，通过实施河道治理、防洪防涝、滨
河景观工程，让须水河和柳湖、太极湖焕发生
机和活力。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中原区治
理段为二七区交界处到南水北调干渠渠南路
之间的2.58公里，目前治理生态效果明显。

中原区在加强生态水系建设的同时，还
不断加强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记者从
中原区文化旅游局了解到，建设的 5个遗址
公园中，目前庙沟、白寨、马庄3处遗址生态
文化公园已建成开放。春暖花开，吸引了不
少游人踏青观赏。同时，城区内 5个大型公
园，西流湖公园北区、碧沙岗公园、五一公
园、月季公园和植物园均已开放。

“三送一强”进企业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黎）3月 23日上午，市

财政局调研组走进中原区企业开展“送政策、送服务、送要
素，强信心”活动。

调研组走访了中原区重点税源企业郑州云顶服饰有限
公司，宣传了疫情防控期间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深入了解
企业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情况和复工复产存在的问题难点，尽
可能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保障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还以
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听取了中原区财政局负责人所作的中原
区第一季度收入情况、专项债申报工作情况、“三送一强”活
动开展情况和“三保”工作情况。并现场交流解答，协调解决
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政策出实绩出成效。

调研组就贯彻落实中央、省市近期出台的各项财税政
策以及财政收支管理要求，提出四点意见：严格落实各项减
税政策，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多渠道筹措财力，加大资
金统筹力度。坚持以收定支，强化预算执行管理。加强运
行风险管控，提高财政保障能力。

现场办公解难题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莉 崔挺）3月 16日下

午，中原区委宣传部负责人深入新闻出版企业天星教育，调
研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复产
中遇到的难题，帮助企业坚定信心、渡过难关，推进“三送一
强”活动落实落细。

调研中，实地查看了企业的疫情防控情况，详细听取了
企业复产复工、生产经营等情况的介绍，了解企业在复工复
产中遇到的困难，认真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中原区委宣传
部负责人对天星公司的疫情防控措施和复工复产情况表示
肯定，并要求以“三送一强”为抓手，把中央、省、市、区出台的
一系列政策落实到位；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解决企业自
身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帮助企业尽快实现全面复产达产；
坚定发展信心，化危为机、把握机遇，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生
产经营工作，切实做到两手抓、夺取双胜利，努力在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场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加强交流促合作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孙萍）3月 20日上午，河

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向军一行，到中原区进行
合作投资事宜接洽。中原区政府办、商务局、统计局及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参加。

考察中，中原特色商业区管委会负责人就中原区区位
优势、现阶段投资环境、产业发展现状、未来产业发展定位
和目标、产业发展的方向及布局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并
听取了省投资集团基本情况、业务板块、运营方式、发展愿
景等方面的介绍。通过考察、交流，省投资集团对中原区
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双方在产业发展目标中也找
到了契合点，为今后合作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中原区希望未来能够在科技服务业方面与省城投
进行更加深入专业的对接、研究探讨，以寻求更多形式的合作。

送政策“点对点”服务助复工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刘海军）中原区人社局积极发动

辖区的人力资源公司率先全面复工，通过线上对接，线下点对点输
送等方式，发挥人力资源企业作用，为其他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人力
资源服务保障。

中原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多次走访辖区企业，通过现场宣传讲
解优惠政策，让企业了解政策、享受政策，同时针对企业提出的
疑难问题，持续保持与企业的联系对接，协调解决企业复工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竭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加快推动企
业安全、有序复工。据了解，河南鼎樾人力资源公司已为 6家企
业提供 247人次服务，点对点输送 116名员工，有力地促进其他
企业复工复产。

保障“菜篮子”供应充足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李斐）为保障市民“菜篮子”供应

充足，郑州市市场发展中心中原市场分中心以开展的“三送一强”
活动为抓手，积极服务辖区商贸市场、农贸市场，做好政策咨询和
解释，帮助协调疑难问题，帮助复工复产市场增强信心，恢复安全
有序经营。

中原市场分中心成立“三送一强”活动专人专班，采取班子成
员包片、下沉工作人员蹲点，督导巡查等方式，主动与市场对接、
上门服务。想市场之所想、急市场之所急，及时解决市场面临的
困难。指导市场按照“4+1”工作流程，严格做到“六个必须”推进
市场复业，保障市民“菜篮子”充足供应。

该中心还帮助辖区各市场共协调购买口罩8万余片，酒精、消
毒液 10余吨，协助市场申报复工复产奖补 17家。还联系属地办
事处和联通公司技术人员帮助复工复产市场下载注册钉钉APP，
使市场都可以独立操作钉钉，每日健康打卡，增强了市场战胜困
难的信心，助力市场快速有序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刘强）复工复产工作开展以来，中
原区棉纺路街道对辖区建筑业、商
贸业、服务业等企业分类指导，精
准服务企业，引导企业在制订严格

的疫情防控方案、落实积极有效防
控措施、保障员工健康安全的前提
下，有序组织复工复产。

面对疫情，在棉纺路街道的鼓
励和倡导下，一些企业也先后出台

举措，进行适当的减免房租，为商
户减轻复工负担。郑州丹尼斯百
货有限公司中原分店迅速行动，共
为卖场 75家商户减免半个月租金
和物业费，共计 80 万元，涉及餐
饮、零售、服务等行业，切实帮助商
户缓解经营困难，降低疫情带来的
损失。

为商户减免租金物业费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
志焕）中原区莲湖街道辖区五个村全
部为拆迁过渡村，为尽早圆就村民的

“安居梦”。该街道实施企业复工“三
送一强”服务机制，携手各项目工地
跑出了安置房建设的“加速度”。

3月18日上午，刁沟村安置房项
目工地，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米黄

色外墙大气时尚。戴着口罩和安全
帽的工人有的在粉刷外墙真石漆，有
的在进行屋面工程，有的在安装室内
电梯，一派繁忙景象。刁沟村安置房
A 地块于 2018 年 5 月 1 日动工，
2019年8月全面封顶，目前已进入收
尾阶段，预计2020年 9月 30日可以
交楼。该项目于2月25日获批正式

复工，截至3月3日，已经有240多名
工人返岗，到岗率达100%。

莲湖街道为全面推进该工程有
序复工，切实做好“送政策、送服务、
送要素、强信心”等管理服务工作。
组建工作专班开展“一对一”服务，
及时向施工单位传递复工政策，提
供“管家式”服务，对工地复工复产
所遇到的困难给予最大的支持与帮
助。截至目前，莲湖街道在建的 7
个安置房项目已实现全面复工。

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杨夏林）为有序恢复城市秩序，营
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中原区秦
岭路街道办事处以市容环境整治
为抓手，通过“全城清洁”行动等形
式持续改善辖区市容环境。

此次行动利用“全城清洁”行

动每日科学有序地对辖区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沿线公共区域和公
共卫生间、垃圾中转站、垃圾箱、
公共座椅等位置进行消杀。对废
弃口罩采用“专桶专人专车”集中
收集、处置。还联合物业、环卫、
执 法 等 多 个 部 门 对 辖 区 卫 生 死

角、违法占道、乱停乱放、违法建
筑等现象进行集中治理，方便群
众出行。

加大对商圈、超市和地铁口周
边等部位和治理易反复部位的错时
巡查盯守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坚持错时上下班制度和精细化
管理标准，将管理路段、区域和范围
责任到人，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
前提下，保持市容环境有变化。

市容环境整治促提升

综合新华社驻欧洲地区记者报道：对欧
洲国家来说，3月23日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依旧严峻，在有的国家有加剧蔓延趋势。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意大利，截至23日
18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89例，累计
确诊病例63927例；新增死亡病例 601例，

累计死亡病例6077例；治愈病例7432例。
西班牙、德国和法国当天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分别为 4337 例、4056 例和
3838例，三国累计确诊病例分别为33089
例、29059例和 19856例。德国当天新增
死亡病例为24例，远低于西班牙的450例

和法国 186例。目前，西班牙和法国累计
死亡病例分别为 2206 例和 860 例，德国
为118例。

瑞士和英国疫情也很严重，当天新增
病例分别为 1073 例和 967 例，累计为
8547例和 6650例。奥地利和比利时累计

病例分别为3924例和 3743例。
瑞典和丹麦累计确诊病例升至 2046

例和 1460例，爱尔兰累计病例增至 1125
例。希腊和罗马尼亚当日新增病例分别为
71例和 143例，累计病例分别为 695例和
576例，累计死亡病例分别为17例和7例。

欧洲疫情日益严峻 非洲多国报告死亡病例 拉美地区确诊逾6000例

世界多国加强防控应对疫情
外交部：

希望美方停止污名化中国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 温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4日表

示，希望美方个别人能够倾听国际上及其国内的理性声音，停止继
续发表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错误言论。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方已经多次就美方少数人使
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的说法表达不满和反对，但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 23日发推特时仍然使用了“武汉病毒”的说法。中方对此有何
进一步评论？

耿爽说，中方已经多次重申，美方个别人处心积虑地将新冠病
毒同中国相联系，不断地对中国搞污名化。中国人民对此强烈义
愤、坚决反对。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都明确反对将病毒与特定国家
和地区相联系，反对搞污名化。

耿爽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
斗争中，种族歧视和偏见行为是可耻的，必须始终与种族主义和歧
视做斗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病毒没有国
籍，面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应当选择合作与多边主义，而非竞争和相
互指责，不应当随意诉诸“中国病毒”等说法。世卫组织认为，应避
免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现在应是团结的时刻、尊重事实的
时刻、共同抗击疫情的时刻。

耿爽说，近日，美国国内不少有良知的有识之士也都公开发声，
对个别人使用“中国病毒”的说法表示反对，认为这是赤裸裸地宣扬
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他们认为，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将使民众
处于种族主义和暴力的危险之中，新冠病毒使所有人都受到了影
响，需要携手应对，而不是仇外式地散布恐惧。很多美国主流媒体
及多家智库机构也都对美国个别人的荒谬言论提出了强烈批评。

“近一时期，中美之间有一些关于病毒源头的争论。我想指出，
挑起这场争论的恰恰是美方，首先称病毒起源于中国，首先使用‘中
国病毒’‘武汉病毒’说法的也是美方。根据媒体报道，早在 3月 6
日，蓬佩奥就公开对外使用‘武汉病毒’的提法，此后美方一些政客
和高官持续不断地借此污名化中国，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强
烈反对。白纸黑字，言犹在耳，美方是抵赖不了的。”耿爽说。

耿爽说，中方希望美方个别人能够明白，采用混淆视听、甩锅别
国的伎俩，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的说法无助于美国战胜疫情
挑战，也无助于抗疫国际合作。美方的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做好自
己的事情，与中方以及国际社会一道，为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作出
有益贡献。

据新华社伦敦3月24日电（记
者 张代蕾 梁希之）中国驻英国大使
馆23日举行“真情暖学子，祖国在身
边”防疫“健康包”发放仪式，计划向
在英中国留学生发放共计10万个防
疫“健康包”。

据使馆介绍，每个“健康包”内包
含口罩、消毒纸巾、中药、防疫手册等
物品。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代
表以及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帝

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等近 20
所英国高校中国学生代表现场或通
过视频连线方式参加了发放仪式。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说，英国
形势令人担忧，“同学们远离祖国和
亲人，党和政府无时无刻不牵挂你们
的安全和健康”。刘晓明希望中国留
学生理性科学抗疫，避免交叉感染，
安排好学业和未来计划，做中英合作
抗疫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3月24日，一位佩戴口罩的行
人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巴扎的
一个出入口外走过。

从本周一开始，土耳其关闭了
伊斯坦布尔著名的传统市场——
伊斯坦布尔大巴扎，以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伊斯坦布尔大巴扎已有
数百年的历史，这里汇聚了4000
多家商店，销售来自土耳其国内外
的首饰、陶瓷、香料、地毯、食品等
商品。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向留英学子发放防疫“健康包”

土耳其关闭
伊斯坦布尔大巴扎

美国宣布削减对阿援助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3日电（记者 刘品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3日突访阿富汗，并于当天晚些时候以阿方未能组建包容性政府为
由，宣布今年美国对阿援助将削减10亿美元。

蓬佩奥在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美方对阿富汗
总统加尼和前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未能组建包容性政府“深表
遗憾”。他表示，阿领导人这一失职破坏了美阿关系并对美国家利
益构成直接威胁，美方因此决定将今年对阿援助削减 10亿美元，并
且准备将2021年援助也削减10亿美元。

蓬佩奥同时表示，如果阿领导人能组建维护安全并参与阿和平
进程的包容性政府，美方将重新审视今天宣布的措施。

蓬佩奥当天早些时候到访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分别与加尼和
阿卜杜拉举行会谈，之后他还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阿富汗塔利班
组织分管政治事务的领导人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举行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