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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疫 最 前 沿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 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不误农时
切实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
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多措并举稳企
业稳就业。

会议指出，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当前农时不等
人，要压实地方属地责任，抓好抓细春季农业生
产，保障夏粮丰收。一是分类细化农村疫情防控
科学指导，引导支持从南到北抓紧做好春耕备
耕，加强越冬作物田间管理。推动种子、化肥、
农药、饲料等农资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建立农资
点对点保供运输绿色通道。今年稻谷最低收购价
保持稳定，视情可适当提高。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恢复双季稻。二是抓好畜禽生产。对重点地区损
失较大的家禽养殖场户给予延长还贷期限、放宽
贷款担保等政策支持。推动屠宰企业与养殖场户

对接。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将养殖场户贷款贴息
补助范围由年出栏5000头以上调整为500头以上。
增加冻猪肉国家收储。三是加强重大病虫害防
治，强化监测，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强化高致病
性禽流感、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会议强调，当前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一项迫切任务是稳就业。稳就业就必须
稳企业。会议确定，一是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
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以减轻疫情对企业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使企业恢复生产后有一个缓冲
期。除湖北外各省份，从 2 月到 6 月可对中小微企
业免征上述三项费用，从 2 月到 4 月可对大型企业
减半征收；湖北省从 2 月到 6 月可对各类参保企业
实行免征。同时，6月底前，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
积金，在此期间对职工因受疫情影响未能正常还款
的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实施上述政策，充
分考虑了社会保险基金结余等情况，可以确保养老

金等各项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二是突出抓好
稳就业这一“六稳”的首要任务。抓紧出台科学分
类、切合实际的复工复产防疫指南，指导各地合理
确定复工复产条件，取消不必要的保证金。加快落
实已出台的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有针对性做好
重点群体就业工作。通过跨区域点对点劳务协作
等有序组织农民工返岗，除疫情严重和扩散风险高
的地区外，对限制劳动者返岗的不合理规定要坚决
纠正。结合脱贫攻坚和当地建设等支持农民工就
地就近就业。抓紧制定高校毕业生延期录用报到
方案，加大网上招聘力度。支持企业适应群众线上
消费需求增加灵活就业岗位。个体工商户是重要
就业主体，要抓紧研究出台支持政策。三是保障失
业人员基本生活。及时将受疫情影响的就业困难
人员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确保失业保险待遇按时足
额发放。支持疫情严重地区开发临时公益性岗位，
运用失业保险基金向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不误农时切实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

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 多措并举稳企业稳就业
本报北京2月18日电（记者熊

建）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获悉：2 月 17
日 0 时—24 时，各省 （区、市） 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
例 1886 例。与高点相比，2 月 17
日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
2000例以内，湖北省外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首次降至 100 例以内，全国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首次降至 100 例
以内，实现了“3个首次”，疫情形
势进一步出现向好变化。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
司长宋丹阳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农业农村部第一时间加强了农产

品市场运行监测工作，启动了“菜篮
子”产品价格日报制度，重点调度了
武汉等地市场动态。从全国的情况
来看，重点“菜篮子”产品市场供给总
体充足，市场运行基本平稳，市场价
格有涨有跌。春节以来，猪肉批发均
价小幅上涨后稳定在每公斤50元左
右，蔬菜价格小幅波动，水果价格变
化不大，鸡蛋、鸡肉价格偏弱运行。
从湖北武汉情况看，蔬菜价格在2月
初短暂上涨后，保持稳中略跌走势。
农业农村部将组织地方农业农村部
门引导有关协会和企业开展产销对
接和营销，畅通流通渠道，努力将疫
情影响降到最低。

“3个首次”，疫情形势进一步向好
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2000例以内
湖北省外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100例以内
全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首次降至100例以内

火线递交入党申请书

正奋战在武汉一线的孙雪迪是吉林大学第
二医院骨科中心护士。

接到医院紧急通知，全院各科室集结志愿者
赶赴武汉一线时，已是晚上10时，雪迪4岁的儿子
刚刚入睡。她披上衣服走出房间，拿起电话压低声
音对护士长说：“我去，让我去吧！我是一名护士，
更是一名党员，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

从1月26日援助湖北医疗队第一批出征起，
全省医护人员踊跃参战，截至目前，吉林大学已
派出7个批次539名医护人员，其中党员152人，
228名医护人员火线申请入党。

1月27日，医疗队抵达武汉的第二天。在紧
张的工作间隙，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成立临时党支
部，16人火线递交入党申请书。

队员赵越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当祖国
需要之时，必须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平时的工

作中，我也看到身旁许多老同志，特别是共产党
员，在面临困难、危险时冲锋在先，给我们做了很
好的榜样，深深感动了我，加深了我对加入党组
织的信念和渴望。”

春天到来疫情终将过去

2月17日，由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治愈的
第11位患者出院了。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及
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杨俊玲说，这是位曾接受过
肾脏移植手术的重症患者。患者郑先生则不停
地说感谢，疫情结束后，他一定要去吉林看看。

看似平常告别的背后，医护人员的艰辛付出常
人无法体会。正在前方奋战的共产党员陈雪，吉
林大学第二医院骨科医学中心监护室护士长，
忙中偷闲，写下抗疫日记，透过这些文字可以感
受一线医护人员的艰辛努力和满怀希望。

“密不透气的防护服、紧紧扣在脸上的护目
镜，穿在身上一次要坚持 4 个小时然后再更换，
患者等待着我们去安抚，去救治，尽管汗透衣衫，
眼眶勒得生疼，但忙碌中竟丝毫未感到时间的流
逝。我相信我们终能走出去感受阳光的温暖。
春天已经到来，疫情终将过去，加油！”

吉林大学援助湖北医疗队——

当祖国需要之时，冲锋在前
本报记者 孟海鹰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援助湖北医护人员陈
雪、王珂、任锦、王安琪 （从左至右） 在病区。

本报电（何丽军） 浙江省残联
日前下发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残疾人权
益保障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在全省
残联系统开展以“两问两送”为主
要内容的残疾人电话慰问活动，通
过“问健康、问需求，送关爱、送
服务”，了解残疾人身体状况，特别
是与疑似患者接触情况，宣传疫情
防控和自身保健常识，传递组织关
爱，为残疾人排忧解难。

淳安县枫树岭镇残疾人专职委
员魏菊琴通过电话慰问了解到，村
或社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后，很多残
疾人的用品无法外出购买，她积极

提供帮助，遇到一些残疾人急需物
资，她风雨无阻连夜送到残疾人手
上，被残疾人称为“超级代购员”。

泰顺县残联高度重视精神障碍
患者“配药难”问题，积极协调各
方资源，为全县精神残疾人代购急
需药品，各乡镇残联工作人员及志
愿者“爱心接力”，将药品送到残疾
人家门口。

针对重度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
或亲属医学隔离无人照料的情况，
各市县联通过发动社区干部群众、
助残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开展送
药、送餐等服务，确保残疾人基本
生活所需。

浙江：“两问两送”助残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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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武汉雷
神山医院首批两名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出院。

图为医护人员为治
愈患者送上小礼物。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重庆市沙坪坝区居民罗清元没想到，几天
前他与潘警官的见面竟成永别。“好人啊，不仅
工作细心，还经常帮助我们，最后一次见他，
还提醒我要戴好口罩。”罗清元痛惜地说。

2月16日上午，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
丰文派出所民警潘继明与同事一起到辖区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10时30分许，在龙腾丰文小区向
群众宣传引导加强自身防护时，潘继明突发心脏
疾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年仅51岁。

除夕夜，重庆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后，潘继明和战友们一道写下请战
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畏前行，冲锋在
前，坚守岗位，以实际行动为党旗添彩、为警

徽增光！
丰文派出所辖区位于城乡结合部，面对疫

情防控压力，派出所抽组精兵强将成立疫情防
控突击队。潘继明主动请缨参加突击队，担负

起入户排查和巡逻防控的艰巨任务。
排查3万余户，近8万人，摸清了底数……

仅一周，潘继明和战友们交出了这样的答卷。
“我是党员，我先上！”每次战斗打响之

前，队友们总能听到潘继明的这句话。
2月10日晚，派出所辖区内发现6名疑似病

例，派出所需配合卫生防疫部门和社区工作人
员入户排查，潘继明穿上防护服冲锋在前；小
区楼栋封闭隔离，潘继明挨家挨户敲开了 200
多户群众的家门，忙到凌晨 4 时；为减少人员
流动，派出所拟设置两个卡点，两周多时间，
潘继明每天铆在卡点上，共排查过往车辆近千
辆，劝回欲外出群众300余人。

疫情防控期间，辖区群众生活遇到诸多不
便。潘继明对战友们说，越是在这种特殊时
期，越是要把群众服务好。

“我们将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行，直到取得
最后的胜利！”潘继明的战友们表示。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丰文派出所民警潘继明——

用生命战“疫”为警徽增光
本报记者 崔 佳 常碧罗

日本《朝日新闻》：中国健全立法整治野生动物市场

据日本 《朝日新闻》 2 月 17 日报道，多年来不断有人指出野
生动物有引发严重感染症状的风险，但中国一些地区一直有以野
生动物为食材的菜谱，食用“野味”之风能否杜绝尚不明朗。

越来越多人认为，蝙蝠等野生动物是新冠病毒的宿主。为
此，中国 1月 26日宣布，在疫情防控期间，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
易。

2 月 14 日，中国领导人强调，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
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报道认
为，中国政府对现有法律不能充分进行监管抱有危机感，今后将
进一步加强管理。 ——来源：《参考消息》

联合国秘书长：对中国抗击疫情充满信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说，相
信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做努力将取得显著效果，他对中国
抗击疫情充满信心。

古特雷斯当天访问巴基斯坦并同巴外长库雷希出席联合记者
会。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古特雷斯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做出了“强大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反
应。

“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总是很难迅速找到解决办法。”古特
雷斯说，“中国政府为抗击疫情付出了巨大努力，相信这一努力将
稳步减少这种疾病。” ——来源：新华社

英国学者：疫情凸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性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知名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近日接受
专访时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全人类的
集体智慧和协作，凸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他表示，传染病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危机向人类展示了彼
此之间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程度，让人类意识到协作共享、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就像当前的‘COVID-19’疫情让许多人更清楚地意识到各
国人民命运相连、利益相关，”他说，“病毒没有国界，因此需要
全球共同回应。” ——来源：新华社

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国护士的表现令人感动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7日在社交媒体转发新华社发布
的一条视频新闻，视频讲述的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一群中国

“护士妈妈”的故事。谭德塞表示，护士们的行为令人感动，各国
应更加关注和支持护士们的工作。在阻止疫情扩散战斗中，卫生
工作者承受了最大压力。这一令人感动的视频表明，护士们正在
用努力和爱心从事他们所参与的拯救生命的工作。在这特别的一
年，“我们必须展现更多团结”。 ——来源：新华社

（本报编辑 石畅、韩维正整理）

潘继明生前在交通劝导站与群众交流辖区
交通整治工作。 （重庆市公安局供图）

一线抗疫

群英谱
一线抗疫一线抗疫

群英谱群英谱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
者邰思聪） 记者18日从北京市政务
服务管理局获悉，疫情防控期间，
北京市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可办率达到97%以上。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北京
市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
理，相继推出“中小微企业占道费减
免”等多项先前未开通网上办理的
事项。依据“申请 6类+公共服务”进
行统计，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事项网
上可办率达到 97%以上，与去年同
期相比，网上办理实办率提升38%，

有效减少了实体大厅人员聚集。
此外，为进一步推进办事材料

精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会同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顺义区政
府，大力推进电子证照在综合窗口
服务中的应用。目前，已利用电子
营业执照、身份证、户口本、居住
证、驾驶证、结婚证和离婚证 7 种
高频电子证照，在北京市政务服务
中心实现了涉企类 253 个事项、个
人类65个事项，办事人无需携带上
述 7 类证照原件或复印件，通过手
机授权即可办理业务。

北京：政务服务网上可办率逾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