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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2月 16日电 （记
者黎昌政 廖君） 武汉市纪委监察
委 16 日通报，因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不认真履职尽责，对洪山区政府
副区长王在桥、青山区政办四级调
研员张德芳以及多名社区居委会等
干部，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降级等处分。

通报说，作为洪山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副指挥长、医疗救治组组
长，王在桥不认真执行上级集中隔
离新冠肺炎感染者密切接触人员的
决定，导致大量密切接触者未被及
时集中隔离；未督促开展全区病毒
消杀专业培训及技术指导，导致集
中隔离点病毒消杀不规范不彻底，

增大交叉感染风险；医疗救治工作
协调不力、衔接不到位，发生部分
患者送医院救治过程中长时间滞
留；落实“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工作要求严重不到位，大量患者未
及时入院收治，造成恶劣影响。王
在桥因严重失职失责问题受到政务
撤职处分，相关手续按法律规定办
理。

1 月 21 日，青山区政协四级调
研员张德芳在未履行请假手续、未
向组织报备情况下擅自离汉，在工
作人员 6 次联系时均隐瞒外出去
向，直到 2 月 2 日才向组织承认外
出。给予张德芳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降级处分。青山区政协党组织履

行监督管理主体责任不严格，负有
领导责任的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杨迎春受到诫勉处理，区政协
党组书记、主席乐敏霞受到批评教
育、责令作出检查；负责机关干部
人员管理的区政协党组成员、秘书
长 、 办 公 室 主 任 田 丽 萍 失 察 失
管,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区政协
办公室副主任、机关党支部书记李
军疏于对党员监督管理，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

按照统一工作安排，武汉市建
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安排 8 名工作人
员轮流到武昌区杨园街电力新村社
区帮扶防疫工作，2 月 7 日至 11 日
工作人员未到岗。武汉市纪检监察

委约谈监督站党总支书记徐久平、
站长彭青顺；负责安排帮扶工作的
政工科长王领没有安排落实干部职
工下沉社区帮扶工作，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通报称，硚口区长丰街正康社
区向街道漏报辖区居民程某某为新
冠肺炎疑似病人信息，街道、社区未
有效组织治疗，程某某在家自缢身
亡，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正康社区居
委会党支部书记涂樱、副主任吴爱
勤明知程某某病情却未按规定合理
处置，漏报信息致使街道未能及时
采取必要措施，分别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街道二级调研员孙遂义履行
包保社区职责不到位受到诫勉处
理，街道工委书记徐启平统筹不够、
工作不细致深入被责令作出检查。

武汉市纪委监察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将加强对疫情
防控工作部署和责任落实情况的监
督检查，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严肃查处不担当不作为乱作
为问题。

武汉查处4起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不认真履职尽责案件

新华社沈阳2月16日电
记者 徐扬

当前，随着疫情防控取得积极
成效,各地开工复工有序推进，中
国经济展示出韧性和潜力。

看全局看长远，中国经济长期
向好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经
济是大海，不是小池塘，短暂的风
浪掀不翻大海。疫情确实对中国经
济暂时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不会也
不可能压垮中国经济。观察拥有
14 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经济前景，不能短视，更不能片
面。

元宵节后，中国经济的马达日
益轰鸣。从珠三角、长三角到松辽
平原，全国各地复工复产在有序推
进，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正全力展开。车间里的隆隆机械

声，田间地头春耕备耕的脚步……
是中国经济继续一路向前的铿锵足
音。减免房屋租金、推迟缴纳社
保、采取贷款展期……从中央到地
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针对
性地解决企业开工复工的燃眉之
急，努力降低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
响，为市场注入信心与力量。

逆风前行，亦见风口。值得注
意的是，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快速成长，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
响。“宅经济”火了、“无接触服
务”快速发展、医用机器人研发进
入加速度、企业纷纷转产防疫物资
生产。这些新变化，源于新需求创
造出的新供给，开创蓝海市场未来
可期。

当前，在万众一心的奋斗中，
疫情形势正出现积极变化。我们更
要坚定信心，抓好疫情防控，统筹
好经济发展。战“疫”胜利曙光就
在努力的前方，中国经济新的春天
也在前方。

疫情压不垮中国经济

新华时评

新华社北京 2月 16日电 （记
者安蓓）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16 日
称，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日前继

续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2.3 亿元，
支持武汉市方舱医院完善设施、增
添必要的医疗设备，增强方舱医院
收治能力。

国家发改委安排2.3亿元
支持方舱医院增强收治能力

新华社武汉 2月 16日电 （记
者谭元斌） 记者 16 日从湖北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组了解
到，武汉已有 20 名康复新冠肺炎
医护人员捐献血浆用于救治病人，
12 名重症患者接受了血浆治疗。

据悉，来自武汉市江夏区中医
医院、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 20
名新冠肺炎医护人员，在康复 10
天后，主动捐献了血液。这些血液
被送到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
所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进
行安全性检测、灭活等处理，制备
出了可用于临床治疗的特免血浆约
3000 毫升。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9 名重症
患者、其他医 院 3 名 重 症 患 者 接
受了血浆治疗。江夏区第一人民
医院相关专家透露，患者接受治
疗 12 小时至 24 小时后，血氧饱和
度明显上升，主要炎症指标明显
下降，淋巴细胞比例上升，重点
指标全面向好，临床体征和症状均
开始好转。

“具体治疗效果还在观察，治
疗方案也在不断优化完善。”江夏
区第一人民医院这名专家说，新冠
肺炎患者康复休息 10 天后，身体
机能已恢复，捐献血浆不影响身体
健康。

武汉20名康复新冠肺炎
医护人员捐献血浆救治重症患者

新华社杭州 2月 16日电 （记
者屈凌燕） 为满足复工复产后对集
体用餐配送的需求，同时确保疫情
防控和食品安全，记者从浙江省市
场监管局了解到，疫情防控期间，
浙江将实施临时团餐配送备案管理
并加强日常监管。

据了解，符合基本条件并已批
准复工、单餐配送数量超过 200 份
或单餐向同一订餐对象配送数量超
过 50 份的餐饮单位，需要向属地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提出临时团餐配
送备案申请，并签订承诺书；属地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审核同意
后，予以备案，发放临时团餐配送
备案证明，临时团餐配送备案证明
有效期至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

级响应解除当日。
疫情期间，从事临时团餐配送

的餐饮单位应在资质、防疫物资配
备、人员、原料、加工、配送等方
面符合基本条件。

开展团餐配送的餐饮单位必须
持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安全量
化等级必须达到B级以上。申请人根
据团餐配送特点，利用现有的食品专
间或设置专用操作场所进行配餐打
包，配备满足供餐和周转需求的运输
车辆以及保温箱等，并做好留样记录。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加
强对临时团餐配送单位的日常监
管，如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隐患，立
即停止其团餐配送。

确保疫情防控与食品安全

浙江实施临时团餐配送备案管理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记者 安蓓 熊丰 陈聪 李德欣

记者 16 日从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 2 月 15
日 24 时，武汉、湖北、全国重症病例
占确诊病例比例均明显下降，全国
各地疫情防控效果已经显现。

巩固疫情防控积极效果，尤其
要守好社区这一疫情联防联控第一
线。如何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
中的阻击作用？基层工作人手紧、任
务繁杂，怎么破解？小区出现疑似或
确诊病例，如何管理？针对这些热点
问题，记者日前进行了采访。

社区第一线怎么守？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守住社区这道防线，就能有效切断
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

做好预检分诊，及时发现发热
病人和疑似患者，做好隔离和转诊，
同时开展好常见病、多发病等正常
诊疗活动，做好慢性病管理；和社区
工作者一起进行网格式管理和地毯
式排查，上门通知居家隔离，每天保
持联系、测体温，结束隔离后给予告
知书解除隔离；24 小时把好机场、
码头、高速公路出入口以及国道、小
区等重要关口⋯⋯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
诸宏明说，疫情防控工作开始以来，
近 400 万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
人员全出动、齐上阵，在疫情防控中
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不仅是基层医务人员，在全国
65 万个城乡社区，基层党组织、社

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以严密细致
的工作，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防线。

北京朝阳区建立了属地、街乡
的联防联控工作体系，广泛动员各
方力量参与协同防控，共有 9.5 万余
人参与其中；

杭州下城区，一面依托城市大
脑平台进行大数据排查，一面依托
基层工作者和志愿者实现网格化落
实，24 小时分批次值守、巡防；

在上海，社区基层党组织上门
摸排，“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提升
线上工作效率，为集中隔离人员送
日用品，发放多种语言海报⋯⋯

随着复工复产、返城返岗、返回
居住小区的人越来越多，基层疫情防
控形势愈加严峻，重要性更为凸显。

“要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深
入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基本监测检
测、消毒、健康教育以及密切接触者
管理，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北
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主任赵伟说。

人手紧、任务多怎么办？

社区一线防控更精准、更科学，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重要一环。随
着疫情防控工作进入最吃劲的关键
阶段，一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面临
任务繁杂、人手不足、防护物资短缺
等问题。

“我们收到一些反映，说基层人
员负担很重，很多时间浪费在了填
表、报表上，而且经常干到很晚，我
们及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进行
纠正。”诸宏明说。

关键力量要用在刀刃上。诸宏
明介绍，联防联控机制已明确，除了

传染病防治法法定必须要填的表格
外，其他和疫情防控工作无关的报
表、总结可以暂停。

“基层医务人员的主要精力要
放在一线，能不开的会尽量不开，有
些文件能不发的就不发，不能以会
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诸
宏明说。

记者了解到，各地正积极探索
通过医联体、医共体的形式，由上级
医院调配人力资源充实到基层一
线。湖南省湘潭市，长沙医联体医院
专门派医生在卫生院坐诊，有效缓
解了基层医疗机构的负担。在联防
联控机制统筹下，多地正通过信息
共享解决信息重复上报等问题。

针对一些社区医院医疗物资短
缺的问题，诸宏明说，已通过联防联
控机制协调各部门加强对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物资调配，并要求各地在
调配物资时向一线和基层医务人员
倾斜。

小区出现疑似或确诊
病例，如何管理？

随着复工复产人数增多，一些
居民小区采取限制外出工作人员回
小区等做法。

“应根据疫情状况对无病例社
区、出现病例或聚集性疫情社区，以
及发生持续传播社区进行分级分类
管理，可以在小区出入口设置体温
检测点，严格人员出入登记，但不应
限制外出工作人员回到小区。”国家
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周宇辉说。

一些市民担心，如果所在小区
出现疑似或确诊病例，是否要对整

个小区进行封闭管理？是否全小区
居民属于密切接触者？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录召
说，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四版）》，密切接触者指跟病例
发病之后有近距离接触，但是没有
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人员。比如，在
同一房间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直接
照顾病例的人员，或者在电梯、活动
室等同一场所内有近距离接触的人
员，以及共同就餐、共同娱乐的人员。

“小区居民是不是判定为密切
接触者，要根据是否与病例接触，接
触的方式、时长、场所等综合判定，
不应把全小区人员作为密切接触
者。”他说。

据了解，各地已在国家卫健委
指导下，结合疫情形势，制定了适合
本地的防控策略和措施。“对出现病
例或者流行病学史明确的、规模较
小的聚集性疫情，需对病例实施隔
离治疗，对密切接触者采取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对于出现社区传播疫
情，必要时可以采取相应措施，限制
人员出入。”周宇辉说。

按照国家卫健委制定的新冠肺
炎疑似病例轻症患者首诊隔离点观
察工作方案，首诊隔离点应当设在
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周边，原
则上可以步行前往。隔离观察对象
所居住的房间应具有良好独立通风
条件，有独立卫生间，同时首诊隔离
点还应当具有独立的、可封闭管理
的医疗废物暂存地。

“应根据隔离观察对象病情变
化，决定是否继续观察，还是转诊到
其他医疗机构，或是解除隔离。”周
宇辉说。

武汉、湖北、全国重症病例占确诊病例比例均明显下降

如何继续守牢守好疫情联防联控第一线？

2月16日，务工人员与列车员
在G4138次返程专列上合影。

当日，全国铁路定制务工人员
返程专列从贵阳北站开出，近 300
名贵州籍务工人员乘车前往杭州
市。

据悉，在全力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的同时，各地企业也在逐渐复工
复产。为了既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又降低返程运输的疫情传播风险，
浙江省杭州市对疫情相对平稳，前
往杭州就业人员较为集中的贵州、
四川等部分省市申请开行外地务工
人员“一站式”抵达专列。乘客进
站统一测量体温、列车上“隔排隔
座”，保证人员安全。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务工人员
返程专列开行

2月16日，在武汉雷神山医院，新收治的患者走向病房。
当天，武汉雷神山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00人。

（新华社发）

雷神山医院继续收治患者

据新华社成都 2 月 16 日电
（记者谢佼） 记者 16 日从四川省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四川已
同广东、浙江建立起健康检测互认
工作机制，上万名农民工已在体检
合格后“门对门”返岗。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党组成员、省就业局局长黄晓东介
绍，目前在健康监测方面，四川与
广东、浙江已建立健康检测互认工
作机制。广东、浙江各级政府、有
关部门和企业认可四川医疗机构健

康管理证明，四川也认可广东、浙
江来川人员提供的健康证明材料。
健康申报证明在四川省范围内通
用。四川各级政府和用工单位均须
认可，不得另行设置限制务工人员
出入本区域的门槛，并将持证明的

人员纳入本区域的村或社区服务管
理。

截至 2 月 15 日，四川省累计发
车 346 辆，运送 12763 人次，主要
前往广东、云南、北京、青海、浙
江等地。

四川与广东、浙江健康检测证明互认
上万名农民工已“门对门”返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