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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疫 最 前 沿

新华社北京 2月 6日电 2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
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部署，坚持依法科学有力有序，
有针对性加强全国防控工作。当前，
要继续集中力量抓好湖北省尤其是武
汉市这一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未来
几天围绕提高收治能力，对武汉市，

继续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床位供给，通
过调派外部支援力量、挖掘当地潜力
再增加医护人员；对湖北省其他地
区，通过挖掘现有定点医院潜能、新
建专科医院、设置集中隔离点等增加
床位供给，通过本地挖潜和组织 16
个省区市对口支援，增加相关市县医
护力量。同时要按照已定部署，继续
抓好重点医疗防控物资保障。

会议指出，当前除湖北省外，全
国其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总体稳定、
病死率低，要合理配置资源，避免不必
要恐慌，在继续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
有序推动恢复正常生产，既为疫情防
控提供更好保障，又切实维护正常经
济社会秩序。鼓励企业创新方式，降

低工作场所人流密度，采取倒班制保
障满负荷生产。建立重点企业派驻联
络员制度，督促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及
时协调解决机器、用工、资金不足等问
题，抓好原辅料、重要零部件等稳供保
障，保障全产业链正常运行。制定煤
电油气供应保障预案，防止集中复产
可能带来的区域性、时段性短缺或价
格大幅上涨。各类学校可根据防控需
要适当推迟开学、错峰开学。

会议指出，要强化属地政府和企
业责任，切实做好恢复正常生产后疫
情防控。按照合理、适度、管用原则
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健全和落实工
作场所人员防护制度。制定人员流动
信息确认卡，分类明确疫情严重地区

人员返岗条件。加强人员输入输出地
衔接，有序依规协助做好人员返岗。
铁路、民航等部门要统筹运力，尽量
采取隔座乘车、乘机等措施，实现人
员错峰返程，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有
关地区可暂时停止实行私家车尾号限
行政策或作出特殊安排。

会议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要及时协调解决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突
出问题，组织力量加强对疫情变化的
研判，有针对性研究后续工作。要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部署进一步有针对性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有序做好恢复生产保障供应工作

王沪宁出席

中国展现出非凡的团结行动力

中国10天内建成专门医院并改建数座“方舱”医院来收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这是巨大的工程，中国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所
做到的无疑令人瞩目。新医院不仅将为患者提供恰当的隔离治
疗，也能保护他们所处的社区不受潜在感染。

医院建好后，很多从中国其他地方赶来支援的医护人员将进
驻新医院。中国国内、各省之间展现出非凡的团结行动力。这充
分体现出中国政府当下的决心，那就是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行
动，保障本国人民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
（来源：新华社）

你在家里不是隔离，是在战斗啊！

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是“战士”，你在家里不是隔离，是在战斗
啊！你觉得很闷吗？病毒也要被你“闷死”了，“闷”两个礼拜。
希望大家在返城后在特定的点待两周，学生待在家里好好做功
课，上班族待在家里或单位好好工作，我们必须依靠“闷”的政
策，来“闷”住病毒。

如果全社会都动员起来，“闷”住病毒，就是为社会作贡献，
我们离战胜疫情的节点就更近一步！

——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
科主任张文宏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推进新冠肺炎病人的确诊流程

我们也在呼吁，对于综合能力强的医院，同时有 P2+实验室
的医院，后者又是救治病人单位，要把诊断的权限和资质放到这
样的医院，推进新冠肺炎病人的确诊流程，这样可以保证诊断的
及时性，同时也减少我们随着这些样品的增加，运送过程中可能
也存在的一些危险。

——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诊
疗与研究中心主任王福生

（来源：新华网）

我上了，他们才敢上

疫情发生在武汉，我们同济要冲锋在前，护理更要冲锋在前。
如果我不示范，那些年轻的小护士们怎么敢上？我上了，他

们才敢上。多隔离一层，就能多一分安全，这是我能为他们想
的。我不能垮，内心不能有半点犹豫，我必须镇定，体现出专业
性。如果我垮了，他们就会更慌。

每一次我们预感可能有病人要离去，我都是提前半天跟当班
的护士梳理消毒流程，排解压力，他们太不容易了，我打心底心
疼这些孩子。我们专门设定监督岗位，安排专人每天盯在发热门
诊，像监工一样不断提醒，通过科学管理，将感染扼杀在每一个
护理环节。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护理部主任汪晖
（来源：新华网）

冬天一定会过去，春天也一定会到来

想告诉大家的是：在自己怀疑自己是病毒携带者又不能确
诊时，要注意隔离，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自己要感知自己的
身体变化，想想原因采取措施。新冠肺炎对大多数平时体健无
基础病的人来说没那么可怕。就算不幸染上，依靠自己强大的
免疫力说不定没过几天就好了。但是我们不能传给别人，一定
要做好隔离。

打赢这场战役，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努力，对于我们，就
是不传谣不信谣，保护好自己。相信国家和政府。冬天一定会过
去，春天也一定会到来。那时候，武汉还是那个武汉，但中国人
却连得更紧密了……

——一位新冠病毒感染自愈患者微博@naJenny
（来源：共青团中央微信公号）

患者爷爷快好起来，给我们讲更多的故事

医院重症区有位爷爷是一位参加过革命的老干部，因为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新冠肺炎，很难受，一直辗转反侧，不断呻吟。

爷爷深受疾病的折磨，亲人也不能在身边照顾，这让他情绪
很低落。每次我们喂他吃东西，他都说吃不下，不想吃。

我们了解到他的这种情绪后，就开导他，让他给我们讲他年
轻时的故事。果真，一谈起过去的光辉岁月，爷爷立马来了精神。

在我们的开导和鼓励下，爷爷终于开始喝粥和牛奶。我们希
望他快快好起来，我们还想听他给我们讲更多的故事。

——广西赴鄂抗疫医疗队队员、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二区
护士韦钦洋

（来源：新华网）
（本报编辑 石畅、韩维正整理）

本报北京 2月 6日电 （记者熊
建）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
月 5 日 24 时，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8018
例，现有疑似病例24702例。全国累
计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已连续两天超
过现有疑似病例数，说明检测能力
提升，疑似病例明确诊断或排除的
速度加快。

近期受疫情的影响，许多外国航
空公司暂停了中国的航线航班。对
此，民航局运输司司长于彪介绍，民

航局出台多项措施。一方面，民航局
要求各航空公司克服困难，力争保证
国际航线“不断航”。国航正在申请
开通国外串飞航线，可同时飞国外几
个城市。另一方面，民航局密切同外
交部协同配合，加大公共外交力度，
相继向 70 余个通航国家民航主管部
门紧急发函，表明我国在出境航班及
海关检疫方面主动采取的积极防疫措
施，打消不必要的担心，同时合理审
慎出台管制措施。他表示，接回滞留
海外的旅客是近一段时期的主要“刚
需”。自从疫情发生以后，民航局在

驻外使领馆的大力协助下，和文旅部
门密切合作，已经组织了 12 架次加
班包机，接回滞留海外的湖北籍旅客
1500多人。

随着大家陆续返岗、学生回校，
返程客流高峰马上到来，将增加流入
地的疫情风险。为防止疫情通过交通
运输工具传播，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
司副司长蔡团结表示，一是做好交通
运输工具和场站的消毒、通风和卫生
清洁。二是加强客运场站进出站乘客
的测温，如果超过37.3摄氏度，第一
时间移交卫生健康部门。三是控制交

通运输工具客座率，为乘客隔位、分
散就坐提供空间，同时在交通运输工
具的后部区域，预留一部分空间作为
突发情况时的暂时隔离区域，避免交
叉传染。四是做好乘客信息登记和溯
源工作，确保交通运输工具上一旦发
现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能够第一时
间找到同乘的其他旅客。五是加强途
中及事后的疫情防控。乘客在运输途
中出现发热等症状，要到车厢后部的
应急区域临时隔离，并以最快的方式
将乘客送到留验站。六是加强一线从
业人员的防护物资保障。

控制客座率 预留隔离区

防止疫情通过交通运输工具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甘肃省张掖市对春
节期间 54 名来自武汉
等地的游客实施入住指
定酒店隔离观察，每天
为他们定时测量体温、
消毒房间，调配三餐饮
食，爱心人士还送上牛
奶、水果、报刊书籍，
令游客们感受到了“金
张掖”人民的温暖。游
客张女士告诉武汉的亲
友，在张掖度过的 14
天隔离期中，从未被歧
视，还受到周到的照
顾，这段经历成为一家
人一生中最难忘的记
忆。

图为 2 月 6 日，解
除隔离期后的第一天早
晨，张女士 （右） 和家
人在给远在武汉的亲人
打电话报平安。

王 将摄
（人民视觉）

半个月隔离解除了半个月隔离解除了

本报北京2月 6日电 （记者叶
紫）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民
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
作，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交
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2月5日
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六方面就业工
作举措。

通知要求确保重点企业用工。
对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行、群
众生活必需等重点企业、重大工程，
优先发布用工信息。同时，要做好返
岗复工企业和劳动者的疫情防控。

通知强调，要关心关爱重点地
区劳动者。对暂时难以外出且有就
业意愿的农民工，开发一批就地就
近就业岗位。另外，要支持中小微
企业稳定就业。统筹使用工业企业
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用于支持
符合条件的受疫情影响企业稳定岗
位、保障基本生活等支出。

此外，要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
举措。暂停各类高校毕业生就业现
场招聘活动，鼓励高校和用人单位
利用互联网进行供需对接。

五部委明确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举措

据新华社武汉2月 6日电 （记
者黎昌政、胡喆） 湖北首批 5 名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儿，在武
汉儿童医院经过系统治疗后，6 日
治愈康复出院。

这 5 名患儿年龄最大 14 岁，最
小仅2岁，大多有明确的接触史。

武汉儿童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医师王艳丽介绍，患儿均以发烧、
咳嗽，肺炎症状入院。治疗期间，
各项生命体征稳定，病情相对平
稳。出院以后，他们还需要进行为
期两周的隔离观察，身体状况一旦
异常马上和医院联系。

湖北首批新冠肺炎患儿出院

2月3日深夜，青海省海东市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北山乡搬迁新区
的“扶贫车间”灯火通明，缝纫机声
哒哒作响。数十台运转的缝纫机，
30多名缝纫机手鼓足干劲，为坚守
一线的执勤人员赶制防护衣服。

这个扶贫车间于 2019 年 12 月
13日揭牌生产，在东西部扶贫协作项
目扶持下成立，是为北山乡易地扶贫
搬迁群众搭建的就近就业平台。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针对疫情
防控应急物资短缺的严峻形势，民和
县委、县政府在积极做好从外调运购
置应急防控物资的同时，借助北山扶
贫车间服装生产线平台，迅速召集当
地裁缝师，昼夜赶制疫情防控应急防
护服，最大限度地缓解“作战”前方应

急防护衣服吃紧的燃眉之急。
据北山乡党委书记范承东介

绍，2 月 1 日下午，在接到县委迅速
启动扶贫车间赶制应急防护服的通
知后，乡党委和县直相关部门紧密
配合，通过微信群、人托人等形式发
出紧急倡议，当晚就有25名当地裁
缝师赶到扶贫车间支援疫情防控。

康海兰是民和县洺钦和服饰公
司的一位老员工，裁缝技艺娴熟。
2 月 1 日晚，她看到县上寻找裁缝
师的紧急倡议后，马上报名，并在
个人微信群中发出倡议。

在扶贫车间的应急防护衣服赶
制队伍中有5名党员。为进一步发
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2 月 3 日
晚，北山乡扶贫车间成立“火线”

临时党支部，5名党员面对鲜红的
党旗庄严宣誓。

56 岁的隆治乡铁家村老党员

李爱英有一身缝纫手艺，还是村支
委委员、妇联主任。疫情袭来，她
还担任着村上执勤值守工作。看到
县上急需应急防护衣服的消息后，
作为党员的李爱英立即让儿子替她
值守村口，自己匆匆赶到扶贫车间
赶制应急防护衣服。

据范承东介绍，2 月 1 日以
来，扶贫车间已赶制出应急防护服
148套。

扶贫车间“变身”应急防护物资生产线
本报记者 王 梅 文/图

扶贫车间“变身”应急防护物资生产线
本报记者 王 梅 文/图

图为扶
贫车间员工
在展示制作
好的应急防
护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