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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3 月 14 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印发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
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
案》），对进一步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
护缺失儿童 （以下简称监护缺失儿童） 救助保护
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方案》明确，监护缺失儿童包括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确认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离观察，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以及其他因疫
情影响不能完全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

《方案》要求，各地发现儿童监护缺失的，要
及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要统筹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基层妇联执委、社区工
作者、社会工作者等力量，结合疫情防控排查，
对各村 （社区） 儿童监护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卫
生健康部门、医疗机构对确诊收治或需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的对象，首先询问其监护对象情况，存
在儿童监护缺失情形的要及时向其所在村 （居）

民委员会、工作单位或同级民政部门通报。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因疫情影响暂时不能履行监护职责
的，要第一时间主动报告。各地要开通儿童救助
保护热线、发挥“12338”妇女维权热线作用。其
他个人或组织发现儿童监护缺失的，要及时向儿
童实际居住地村 （居） 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报告。
《方案》要求，各地要分类施策，落实监护照

料措施。对没有监护人的儿童，由村 （居） 民委
员会临时照料，确有困难的，由县级民政部门承
担临时监护责任。监护缺失儿童有疫情接触史
的，要安置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检测，对确诊或
疑似病例，要优先安置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救
治。对委托监护、指定由专人照料的儿童，要实
行包干到人，对儿童照料情况进行家访或电话跟
踪。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治愈出院或结束隔离后，
要在提供当地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出院证明或相
关健康医学证明的前提下，及时将儿童接回照料。

《方案》要求，各地要加强对困难儿童及家庭
救助帮扶。在疫情防控期间，凡是符合孤儿或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条件的监护缺失儿童，要及
时将其纳入相应保障范围。对因疫情影响导致生
活陷入困难的儿童及家庭，要按照规定及时给予
临时救助或落实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卫生健康
部门要指导医疗机构开通儿童医疗救治绿色通
道，确保确诊或疑似感染儿童第一时间送定点医
疗机构接受治疗。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加强监护缺
失适龄儿童居家学习指导与服务，确保“停课不
停学”。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要积极主动参与监
护缺失儿童的线索响应、临时照料、服务转介、
个案跟踪、资源链接等服务。

《方案》强调，各地要把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
护工作纳入重要工作内容，完善工作方案，细化
制度措施，加强组织保障，强化资金保障，加大
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切实加强监护缺失儿童救助
保护工作，确保不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方案》

救助保护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

据新华社日内瓦3月15日电（记者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15日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病例累计已超过15万，达到152428例。

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15日 6时 （北京时间 15日 13时），全球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到152428例，死亡病例5720例，已报告病例的国
家和地区达141个。

“团购活鱼！含草鱼和武昌鱼各一
条，每份 4斤以上，售价 30元。”3月 15
日，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居民在
网格群内收到一条团购信息，这是东湖
风景区与江夏区政府联合渔场为社区送
的平价鱼。刚刚过去的一周，这里的居
民在社区组织下已经两次吃到了活鱼。

这个举动，暖了居民的心。活鱼成
了武汉社区新的爱心物资。

在这之前，活鱼可是稀罕物。住在
社区 30 栋楼 3 单元的居民王丹一家人都
爱吃鱼，小区封闭后，一家人有将近一
个月没吃上活鱼，“可把我们馋的”，王
丹说。她通过亲朋好友推荐的私人渠道
买过一次鱼。“40人团购活鱼用了一周才
凑够人数，大家对鱼的质量不放心，价
格也偏贵，不敢轻易下手。”那两条费了
一周时间买到的草鱼，王丹好好露了一
手。她拿鱼做了鱼肉丸子、干煸鱼块、
醋溜鱼片，孩子吃得很满足。

3 月 11 日，社区第一次组织团购活
鱼，王丹花20元买到了5条活鲫鱼。“主
要用来炖汤，鱼骨头还能放在破壁机里
打碎，吃了补钙。”王丹说。

新鲜的活鱼让居民们很兴奋和期
待。社区下沉干部毕彪告诉记者，他志
愿服务的30栋楼在11日、13日各发了近
30 份活鱼，有些居民多的网格发了 50
份，下周一社区就要第三次发活鱼了。

“微信群里只要通知订购的活鱼到了，大
家都秒速下楼。”毕彪笑着说。

目前能提供的活鱼量还是有限，为
了让更多居民能吃上活鱼，社区党总支
书记、居委会主任陶久娣表示，居委会
正在多方打听活鱼消息，将联合相关部
门和渔场，让活鱼供应成为日常性工
作。同时，居委会也多方了解居民需求，根据不同人群需要提供
不同品种活鱼，比如老年人吃鲫鱼容易上火，就为他们提供其他
品种的鱼，并优先保障特殊人群供给。

“要让居民想吃什么，就能吃上什么！”陶久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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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习近平主席就新冠肺炎疫情
向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致慰问电，强调中方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愿同欧方在双边和国际层面加
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
安全，保护双方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这是习近平主席对坚决维护
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维护世
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努力为维
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发出的庄严承诺。

疫情突发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
自部署，提出了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中国人民闻令即
动、争分夺秒，奋力保护生命，阻止疫情传
播。领袖果敢的决断力、组织广泛的动员
力、物资保障的供应力、科技的支撑力、联
防联控和广泛协同配合形成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等捍卫人民生命安全的磅礴之力在短时期
内得以激发、整合和创造。中国人民以感天

动地舍我其谁的努力、付出和牺牲，努力防
止疫情蔓延，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疫情防控
窗口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
智慧和力量。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积极开展
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国本着公开、透明及
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
精神，及时向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
信息，开展抗疫经验分享和成果交流：发布
了7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翻
译成多语种同世界各国分享交流；在全力抗
击本国疫情的同时，克服自身困难，积极帮

助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卫生组织捐
款2000万美元，向韩国、日本、伊朗、意大
利、非盟等需要国家派遣医疗专家、捐助防
疫物资、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等等。美国
总统特朗普 3月 13日也表示，中国分享给美
国的数据和应对经验非常有帮助，中国疫情
控制效果明显。美国的一些医药公司团队正
在与中国专家全力合作。

加紧行动起来，有效开展联防联控国际
合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3月 13日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呈全球“大流行”之势。截止
北京时间3月15日，141个国家和地区向世卫

组织报告了15万余例确诊病例，死亡人数超
过5700人。美国、捷克、西班牙、波兰、德
国、法国等多国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
月12日《二十国集团协调人关于新冠肺炎的
声明》，旨在团结各方同心抗疫，为全球抗疫
合作注入正能量。3 月 13 日，中韩成立了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这是保
卫两国人民健康福祉的积极举措，也为世界
各国携手共同抗疫提供重要参考借鉴。中国
把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承诺
将深化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加强沟通协
调，努力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安

全提供支撑与保障。
疫情紧迫，凝聚起全世界团结合作的抗

疫合力刻不容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
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让我们秉
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果断迎战，风雨同
舟，荣辱与共，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及时
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抗疫斗争取得的进展、
经验和成果，向世界传播中国抗疫的主张和
方案，与世界分享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经验和智慧，共克时艰，让安宁祥和的阳
光普照世界大地。

（作者为陕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教授）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凝聚起全世界团结合作的抗疫伟力
■ 李仙娥

本报北京3月 15日电 （记者熊
建） 在今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
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
政策司司长孙国峰介绍，截至3月13
日，人民银行已经发放专项再贷款
1840亿元，9家全国性银行和10个省

市的地方法人银行向 4708 家全国
性、地方性重点企业累计发放优惠贷
款 1821 亿元，平均每户企业获得优
惠贷款4000万元。

“优惠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为
2.56%，财政贴息 50%以后，企业实

际融资成本大约是 1.28%，低于国务
院关于利率不高于 1.60%的要求。目
前来看，银行发放优惠贷款的进度保
持在每天100亿元以上，发放速度比
较快。”孙国峰说。

从效果看，据不完全统计，1月

25 日至 3 月 10 日内名单内的重点企
业生产口罩 16 亿个、防护服 8779 万
件、护目镜 421 万个、病毒检测试
剂 1029 万 人 份 、 负 压 救 护 车 4143
辆、蔬菜 249 万吨、粮食 374 万吨、
肉类 156 万吨。专项再贷款还为一
些重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目前医
用物品紧张局面已经明显缓解，生
活物资供应充足，专项再贷款的政
策效果显著。

央行发放抗疫专项再贷款1840亿元

据新华社罗马3月14日电（记
者陈占杰） 据中国驻米兰总领馆 14
日消息，在意方和在意侨界大力配
合下，由浙江省筹措的 26.4 吨防疫
物资 13 日运抵意大利北方城市都
灵。中国驻米兰总领事宋雪峰14日
前往都灵协调交接。

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意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旅意侨胞以
各种方式支援家乡抗疫。近期，新
冠肺炎疫情在意快速蔓延，意大利
医疗防护物资告急，急需各方支
援。中国政府、社会、企业及旅意侨
胞克服困难，向意提供支持和援助。

据新华社比利时列日3月13日

电（记者潘革平、李骥志） 一架自
中国杭州起飞、载有中国援助欧洲
抗疫物资的货机13日晚降落在比利
时最大的货运机场——列日机场。

作为马云公益基金会、阿里巴
巴公益基金会捐赠欧洲的第一批抗
疫物资，它们将在这里快速通关
后，运往当前欧洲新冠肺炎疫情最
为严重的国家意大利。

负责此次跨境物流的世界电子
贸易平台秘书处代表陈天强说，两
个公益基金会在短时间内筹集了口
罩和病毒检测试剂盒等物资，捐赠
给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疫情
比较严重的欧洲国家。

中国抗疫物资运抵意比两国

据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记
者魏梦佳）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陈蓓 15 日表示，当前海外疫情
呈现加速扩散蔓延态势，境外输
入已成为北京疫情防控的主要风
险，境外输入病例已成为北京新
增确诊病例的主体。从 3 月 16 日
零时起，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均
应转送至集中观察点进行 14 天的
隔离观察。有特殊情况的，经严
格评估，可进行居家观察。集中
隔离观察期间，隔离人员费用需

要自理。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记者严

冰）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今天透露，
即日起，首都机场全部国际及港澳
台地区进港航班，均停靠首都机场
处置专区。

旅客经由海关进行测温等检疫
排查，边检办理入境手续，非中转
旅客在专属休息区等候摆渡车前往
新国展旅客接驳区；中转旅客在办
理完中转手续后，再前往专属休息
区候机。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累计超15万例

首都机场调整进港流程

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将被集中
隔 离 观 察 14 天 费 用 自 理

巴基斯坦媒体人：中国经验帮助世界战胜疫情

巴基斯坦媒体集团《战斗报》报系总经理萨马德·阿里日前表示，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有效应对，取得重大成果，世界其他国家应
当借鉴中国经验，以控制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阿里说，中国主动及时地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病毒和疫
情相关信息，为世界应对疫情赢得了时间。

“中国就如同地球村里负责任的公民，与其他成员分享最新信息和经
验。这种做法令人备受鼓舞，让全世界都从中获益。”阿里说，世界各国
应继续与中国合作，学习对抗病毒的经验与措施。

——来源：新华网

英媒：英国“群体免疫”可能并非最好选择

英国 《卫报》 网站近日刊登题为 《群体免疫：英国应对新冠病毒
的策略会奏效吗？》 的报道称，在应对疫情时，英国“群体免疫”策
略令人担忧。这种方法是靠人们染上相关疾病——在当前情况下指新
冠肺炎——来获得免疫力。

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新发传染病教授马丁·希伯德说：
“我确实担心，制订的计划假定如此高比例的人口会受到感染 （最好还能
康复和获得免疫力），可能并非我们能做的最好选择。”

——来源：参考消息网
（本报编辑 韩维正、张一琪整理）

战 疫 最 前 沿

3月14日14时57
分，MU2068 航 班 顺
利起飞，搭载了来自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
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148 名工作
人员，前往新疆乌鲁
木齐返厂复工。

左图：人们在登
机前合影。

上图：人们在机
舱内挥舞国旗。

张大岗摄
（人民视觉）

复工包机 飞赴乌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