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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12日在北京表示，
面對疫情，國際團結和合作至關重要，中

方願同歐方進一步加強疫情信息互通，交流防
控經驗和技術，並開展診療方案、藥品和疫苗
研發等領域合作。正如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加所
說「我們是同海之浪，同樹之葉，同園之花」。

赴意籌建ICU 攜中國產儀器
據介紹，專家組由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孫

碩鵬帶隊，成員來自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
會、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四川省紅十字
會、四川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四川大學華
西醫院、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中國生物技
術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專家成員之一，四
川大學華西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梁
宗安一直在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重
症治療病房一線工作，是四川省新冠肺炎醫
療救治專家組常務副組長。近日，他的工作
階段性完成，正在醫學觀察和休養期間。

梁宗安表示，意大利的疫情跟中國有很大
相似性，此行他攜帶了國內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救治的相關文獻、規定、指南以及醫學
專家的相關報告，並做好了在意大利長期
「作戰」的準備。「我們到意大利後可能不
是在一線，更多是患者救治、疫情防控方面
的指導工作。」
據報道，專家組攜帶的救治物品中，包括

30張重症病床醫療設備。「可以說，這是要
籌建一個治療新冠病毒肺炎重症患者的
ICU。」上海瑞金醫院副院長陳海濤表示，在
短短24小時內，就按照目錄清單籌措完畢，
該批設備包括呼吸機、監護儀、除顫儀、可視
喉鏡等700餘件物資，共230餘箱物資設備。
針對部分國產儀器設備，還翻譯了英文使用

說明書，設置了英文應用操作界面，並為這些
設備配備了意大利制式的轉換插座。「讓意大
利醫護人員也感受下我們中國製造的醫療儀器
設備的先進性和實用性。」陳海濤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及上觀

新聞報道，隨着境外疫情形勢日趨

嚴峻，越來越多的中國抗疫專家再

度成為「逆行者」，進入伊朗、伊拉克、意大利等國，幫助當地抗擊新冠

疫情。中國紅十字會12日發佈消息稱，當日，中國政府派遣的由中國國

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中國紅十字會組建的專家組一行9人，攜帶大批醫療

救治及防護用品等物資從上海飛赴羅馬，支援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這是繼支援伊朗、伊拉克之後，中國派出的第三支專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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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來自傳染
病防控、流行病學、重症醫學、核酸檢測等
領域的7位中國專家正奮戰在伊拉克首都巴
格達，利用中國防疫經驗協助伊政府對抗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
由於伊拉克的醫院和醫療設施因連年戰亂破

壞嚴重，大量醫護人員流失，如今只有巴格達
的中央實驗室可以開展核酸檢測。
伊拉克衛生部公共衛生司副司長阿薩德．

馬赫迪表示，伊拉克此前利用世衛組織捐贈
的核酸檢測試劑完成了約700例樣本檢測。
由於試劑有限，只能優先檢測出現症狀的疑

似病例和新入境人員中出現發熱症狀的人
士，檢測方面的缺口導致伊拉克對疫情傳播
的真實情況缺乏充分了解。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此次向伊拉克捐贈了一

套實驗室設備，包括兩台PCR儀以及5萬份
核酸檢測試劑，將有助於伊拉克大大提升新
冠病毒檢測能力，實現早檢測、早隔離、早
診斷、早治療，盡量把疫情從早期控制住。
中國捐贈的5萬份核酸檢測試劑有多重
要？世衛組織駐伊拉克代表阿扎姆．阿卜杜
勒-穆奈姆說：「看我笑得多開心就知道了，
現在伊拉克可以採取擴大檢測的措施。」

中國對重疫國家的援助（部分）

3月12日：
伊拉克、伊朗、日本
等26國
捐贈逾8萬人次的廣
東科技企業研製的病
毒檢測試劑盒

3月12日：意大利
專家團隊一行 9 人
攜帶醫療防疫物資
和設備，從上海出
發前往羅馬協助意
大利抗疫

3月11日：伊朗
經世衛組織專家組與
中國紅十字會志願專
家團隊的共同努力，
伊朗建成擁有200個
隔離床位的「臨時醫
院」（方艙醫院）

3月11日：韓國
遼寧省大連港灣海關
快速驗放大連市人民
政府首批對韓國捐贈
的防疫物資，包括口
罩9萬多個、防護服3
千件、乳膠手套2萬雙

3月11日：歐洲
國家衛健委、中國疾
控中心同歐盟委員會
健康總司、歐洲疾控
中心專門成立的應對
新冠肺炎疫情聯合專
家組進行第三次新冠
肺炎疫情電話會

3月10日：韓國
中方向韓國出口口
罩，首批500萬個

3月8日：世衛組織
中國政府向世界衛生
組織捐款2,000萬美元

3月7日：伊拉克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派
7人志願專家團隊攜
帶救援物資從廣州赴
巴格達；捐贈一套實
驗室設備，包括兩台
PCR儀以及5萬份核
酸檢測試劑

3月6日：
伊朗、日本、韓國
馬雲公益基金會在微博貼
文表示，準備向伊朗捐出
100萬個口罩，此前已先
後向日本和韓國分別捐贈
了100萬個口罩

3月5日：伊朗
伊朗駐華大使館在微博
公佈了接受捐贈的渠
道，中國網友共捐贈約
400萬元人民幣。該大使
館發微博：「中國網友之
間的愛心接力遠超我們
預期。」

3月3日至3月4日：歐洲
鍾南山與歐洲呼吸學會
負責人進行了視頻連
線，介紹抗疫經驗

3月3日：
上合組織成員等國
中國外交部會同國家衛
生健康委舉辦與阿塞拜
疆、白俄羅斯、格魯吉
亞、摩爾多瓦、亞美尼
亞、土庫曼斯坦及上合
組織秘書處新冠肺炎疫
情專家視頻會議，介紹
疫情發展形勢

2月29日：伊朗
中國紅十字會5人志願專
家團隊攜物資抵達；包
括5萬個檢測盒在內的中
國第二批支援伊朗物資
也抵達

2月27日：日本
中方首批捐贈物資運達
日本，此前中方向日本
國立傳染病研究所捐贈
了一批檢測試劑盒

2月27日：韓國
中方首批捐贈逾2.5萬個醫
用口罩從首爾運往大邱市

2月25日：伊朗
中國駐伊朗大使捐贈25
萬個口罩，後又捐贈
5,000人份的核酸檢測試
劑盒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培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
道）12日，廣東省政府通報廣東新冠
肺炎疫情和防控工作情況，中國工程
院院士鍾南山指出，目前國外疫情病
死率約3.2%，與武漢早期情況相近。
而我國新增的境外輸入病例中，有一
半都無明顯發燒症狀，他強調境外重
點地區人員入境應隔離14天，並做核
酸檢測。
鍾南山指出，目前國外確診病例共

有4萬多例，死亡率超過3.2%，這一
數字與武漢早期情況相近。「這說明
民眾的警覺性還不夠高，一些國家對
自身情況還不夠重視。」他認為，我

國需要做更多相關檢測，加強對境外
輸入患者的管控，如果病毒出現變
異，可能會產生再感染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輸入病例中，

有一半都沒有明顯發燒症狀，在隔離
過程中檢測才發現患有新冠肺炎，也
有一些患者僅出現感冒症狀，未引起
重視，回國後檢測才發現感染。針對
這種情況，鍾南山強調，廣東珠三角
及沿海地區，因為與國外關係較為密
切，值得注意這一新的傳染源和傳染
途徑。
他建議，我國在防控境外輸入病例

時，應按照《境外重點地區新冠肺炎

輸入防控工作指引》來考慮，保證入
境隔離14天，並做核酸檢測。

無復陽病人傳染他人
此外，針對民眾普遍關注的新冠肺

炎復陽病人是否要住院隔離的討論，
鍾南山回應稱，從病原學角度來看，
治癒的病人已經產生抗體，對新冠病
毒有很強的殺滅作用。因此，對大多
復陽病人來說，重複感染的機會很
少，除非有極個別沒痊癒的，可能會
感染。「到目前為止，我收集到的資
料顯示，基本沒有復陽病人的密切接
觸者被感染。」

五萬試劑捐伊拉克 助提升檢測能力

輸入病例一半無症狀 鍾南山籲隔離檢測兼施

■北京時間12日，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鍾南山與醫院重症監護團隊與美國哈佛大學醫
學院及美國重症監護方面的專家進行多方視頻連
線，討論就新冠肺炎臨床研究開展合作。 央視新聞

中美專家連線中美專家連線

■ 伊朗在西部西阿塞拜疆省建立擁200個隔離床位的臨時性方艙
醫院。 網上圖片

■■ 中國第三支專家團隊中國第三支專家團隊1212日攜帶醫療設備日攜帶醫療設備
及救援物資及救援物資，，啟程赴意大利啟程赴意大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中國捐贈的大批醫療
救治及防護用品3月12
日隨9人專家組送往意大
利羅馬。 網上圖片

■中國紅十字會志願專家
團隊自2月29日抵伊朗
後，多次與伊朗紅新月會就
防控疫情會談。 網上圖片

■中國專家組3月7日抵
巴格達，圖為成員進行模
擬進入疫情污染區防護服
穿戴演練。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應約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通電話。
習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秘書長先
生給我來信表達慰問，積極評價中方採取的防控
措施，並多次公開講話支持中國抗疫努力，中國
人講「患難見真情」，我對你表示感謝。經過艱
苦努力，中國國內已呈現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
好、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的態勢。下一步，我
們將慎終如始加強疫情防控，繼續抓緊抓實抓
細，同時抓緊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中國
人民一定能夠戰勝這場疫情，也一定能夠實現預
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我對此充滿信心。

中方願分享防控經驗
習近平強調，中國人民的艱苦努力為世界各

國防控疫情爭取了寶貴時間，作出了重要貢
獻。這段時間，疫情在多國多點發生，形勢令
人擔憂。國際社會應當加緊行動起來，有效開
展聯防聯控國際合作，凝聚起戰勝疫情的強大
合力。中方願同有關國家分享防控經驗，開展
藥物和疫苗聯合研發，並正在向出現疫情擴散
的一些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方支持聯
合國、世衛組織動員國際社會加強政策協調，
加大資源投入，特別是幫助公共衛生體系薄弱

的發展中國家做好防範和應對準備。中國已經
宣佈向世衛組織捐款2,000萬美元，支持世衛組
織開展抗擊疫情的國際行動。
習近平強調，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再次表明，

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在經濟全球
化時代，這樣的重大突發事件不會是最後一次，
各種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還會不斷帶來新
的考驗。國際社會必須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
識，守望相助，攜手應對風險挑戰，共建美好地
球家園。今年是聯合國成立75周年，我們支持國
際社會以此為契機，重申對多邊主義承諾，加強
和完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中方將

繼續支持聯合國工作。

古特雷斯：信中國很快戰勝疫情
古特雷斯表示，我對中國新冠肺炎病例大幅

減少感到十分高興並表示祝賀。我相信，憑藉
堅定的決心和強大的韌性，中國不僅將很快戰
勝疫情，而且還將很快恢復經濟秩序，這不僅
有利於中國人民利益，也將為世界作出重要貢
獻。聯合國感謝中方為當前處境困難的國家抗
擊疫情提供援助，讚賞中國同發展中國家分享
疫情防控經驗，並提供醫療物資和疫苗醫藥等
寶貴援助。

習近平通話聯合國秘書長：患難見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