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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2 月
1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亲切复信
美国犹他州卡斯卡德小学学生，鼓
励他们继续努力学习中文，了解中
国文化，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
作出贡献。

春节前夕，卡斯卡德小学 50
名四年级学生用中文写给习近平新
年贺卡，介绍他们学习中文的情况
和个人爱好，表达对中国和中国文
化的喜爱，表示希望能有机会访问
中国，并祝习爷爷新年快乐。

习近平在复信中表示，中国和
美国一样，是很大的国家。中国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中国人民和

美国人民一样热情好客。汉语是世
界上十几亿人使用的语言，通过学
习汉语你们可以更多了解中国历史
文化。很高兴看到你们的汉字写得
这么好，汉语学得这么棒。希望你
们继续加油，取得更大进步，做中
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卡斯卡德小学是犹他州一所公
立学校，成立于 1967 年，是州内
最早开展中文沉浸式项目的学校之
一，全校有一半以上学生参加该项
目。犹他州学习汉语人数占全美总
数的五分之一。该州中文沉浸式项
目始于 2009 年，目前共有 76 所中
小学开展该项目。

习近平复信
美国犹他州小学生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 21 日在公安部出席全国恢
复交通运输秩序电视电话会议并讲
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
推动恢复正常交通运输秩序工作进
行部署。

韩正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恢复交通运输秩序。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建立与疫情防控相
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有序推
动复工复产。交通运输是“先行
官”，必须打通“大动脉”，畅通

“微循环”。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出工
作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
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
恢复正常交通运输秩序。

韩正强调，要健全工作机制，
压实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把
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一是分
区域差异化管控，打通交通堵点。
疫情低风险地区，要全面取消道路
通行限制，恢复正常交通运输秩
序。疫情中风险和高风险地区，要
根据疫情形势优化细化交通管控措
施。二是科学放开货运物流限制，
力争实现货运“零阻碍”。非疫情
重点地区要全面取消对货运车辆、
船只的交通限制，确保原料进得
来、产品出得去。三是逐步有序恢
复道路客运，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
服务保障，组织开展“点对点”服
务，让农民工成规模、成批次安全
有序返岗。

韩正在全国恢复交通运输秩序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
恢复正常交通运输秩序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者
王优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印发《关于阶段
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明
确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同时，2020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 4%，加
大对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

通知明确，自 2020 年 2 月起，除
湖北省以外的各省份可免征中小微
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免征期限不超过 5 个月；对大型企
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
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可减半征收，减征期限不超过 3 个
月。湖北省可免征各类参保单位（不
含机关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
缴费部分，免征期限不超过 5 个月。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
的企业，可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缓
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个月，缓缴期
间免收滞纳金。各省根据有关规定结
合本省实际确定减免企业对象。

2020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4%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
者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22日称，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日前
已发出通知，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
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

通知明确，自 2020 年 2 月 1 日
起至 6 月 30 日止，阶段性降低除高
耗能行业用户外的，现执行一般工
商业及其他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电

力用户用电成本。电网企业在计收
上述电力用户（含已参与市场交易
用户）电费时，统一按原到户电价水
平的 95%结算。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
者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22 日称，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
近日已发出通知，阶段性降低非居
民用气成本。

我国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新华社华盛顿2月21日电（记
者周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1 日发布的流感监测周报显示，今
年流感季美国已有 105 名儿童死于
流感相关疾病。这是美国自 2004 年
开始此类统计以来同期儿童流感死
亡 人 数 第 二 高 ，仅 次 于 2009 年 到
2010 年美国流感季期间的数字。

报告表示，今冬流感季，美国已
有 至 少 2900 万 例 流 感 病 例 ，其 中

1.6 万人死于流感相关疾病。
数据还显示，截至 2 月 15 日，每

10 万美国人中有约 47.4 人因与流
感相关疾病住院，与过去几年的水
平相近，但儿童和年轻人住院比例
比往年同期高。

2010 年以来，美国每年的流感
病例在900万例至4500万例之间，与
流感相关的死亡人数在 1.2 万人至
6.1万人之间。

美疾控中心：
美今冬流感已致105名儿童死亡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2 月
21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指
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要求，推动企事业单位稳步有序复
工复产，印发 《企事业单位复工复
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指南提出，各单位一要加强员
工健康监测。切实掌握员工流动情
况，按照当地要求分区分类进行健
康管理，对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人
员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对处在隔离期间和入住集体宿舍的
员工，每日进行 2 次体温检测。设
立可疑症状报告电话，员工出现发
热、呼吸道症状时，要及时向本单
位如实报告。每天汇总员工健康状
况，向当地疾控部门报告。二要做
好工作场所防控。加强进出人员登
记管理，指派专人对进出单位和宿
舍的所有通道进行严格管理。保持

工作场所通风换气，在条件允许情
况下首选自然通风。工作场所应设
置洗手设备，洗手、喷淋设施应保
持正常运行。做好工作和生活场所
清洁消毒。减少员工聚集和集体活
动，减少召开会议，需要开的会议
要缩短时间、控制规模，保持会议
室空气流通，提倡召开视频或电话
会议。加强员工集体用餐管理，适
当延长食堂供餐时间，实行错峰就
餐。做好医务服务，设立医务室的
单位要调配必要的药物和防护物
资。未设立医务室的单位应当就近
与医疗机构建立联系。规范垃圾收
集处理，在公共区域设置口罩专用
回收箱，加强垃圾箱清洁，定期进
行消毒处理。加强垃圾分类管理，
及时收集并清运。三要指导员工个
人防护。强化防控宣传教育，采用
多种形式加强复工复产后疫情防治

知识科普宣传。落实个人防护要
求，员工要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免
去人群聚集尤其是空气流动性差的
场所；在人员密集场所应按照 《不
同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口罩
选择和使用技术指引》 要求，正确
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品。

指南强调，各单位要明确防控
责任，做好异常情况处置。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是疫情防控第一责任
人，要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措施和处
置流程。设立隔离观察区域，当员
工出现可疑症状时，及时到该区域
进行暂时隔离，并报告当地疾控部
门，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安排员工就
近就医。发现可疑症状员工后，要
立即隔离其工作岗位和宿舍，并根
据医学观察情况进一步封闭其所在
的办公室、车间等办公单元以及员
工宿舍楼等生活场所，同时在专业

人员指导下对其活动场所及使用物
品进行消毒。做好发现病例后的应
对处置，已发现病例的单位，要实
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防控策
略，加强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密切
接触者追踪管理、疫点消毒等工作；
疫情播散的单位，要实施内防蔓延、
外防输出的防控策略，根据疫情严
重程度，暂时关闭工作场所，待疫情
得到控制后再恢复生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

《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指南》全文请扫描二维码

新华社武汉 2月 22日电 （记
者廖君 乐文婉） 记者 22 日从武
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获
悉，连日来，武汉市 40 家核酸检
测机构同时开工，日均检测量达
1.4 万份，实现了武汉临床确诊、
疑似、密切接触者、发热患者的核
酸检测存量全面清零。往后将力争
实现对每日新增“四类人员”核酸
检测的日清日结。

武汉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
武汉市目前核酸检测能力达每天 2
万人次，检测机构自接受样本到结
果交付不超过 10 小时。18 日至 20
日，武汉累计进行 42515 人次核酸
检测工作，21 日已完成全部存量
的取样送检。

据了解，武汉紧急研发的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信息系统，已于
2 月 11 日启用。系统数据可与“健
康武汉”App 对接，2 月 19 日起，
患者能够第一时间在手机上查看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推送。

此 前 ， 2 月 20 日 下 午 召 开 的
专 题 调 度 会 上 ， 湖 北 省 委 常 委 、
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要求，21 日
完成全市全部“四类人员”的核
酸检测存量筛查，22 日开始，当
日新增当日清零，实现由被动转
主动。

40家机构同时开工

武汉实现核酸检测存量清零

新华社日内瓦2月21日电（记
者凌馨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 21 日说，当前全球遏制新
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机会窗口”依然
存在，但这一窗口正在收窄，国际社
会需要迅速采取应对行动。

在当日举行的世卫组织例行发
布会上，谭德塞表示，尽管中国境外
的病例总数相对较少，世卫组织对那

些无法确定流行病学传播链条的病
例感到担忧，例如有些感染者并无中
国旅行史或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

谭德塞说，在中国境外，除“钻
石公主”号邮轮外，韩国目前确诊病
例数量最多，世卫组织正与韩国政
府密切合作，以全面了解感染人数
迅速增长的原因。另外，过去两天
里，伊朗共有 18 例确诊病例和 4 例

死亡病例。
谭德塞说：“我们仍然担心，新

冠肺炎可能会在卫生系统较薄弱的
国家蔓延。”

谭德塞强调，控制疫情蔓延的
“机会窗口”仍然存在，但这一窗口
正在收窄。他警告，“疫情可能朝任
何 方 向 发 展 ”，只 有 抓 住“ 机 会 窗
口”，才可以扭转困局，避免严重危

机发生。
他呼吁国际社会在“机会窗口”

完全关闭之前迅速采取行动，包括
通过资金支持等方式，共同遏制疫
情蔓延。

谭德塞还宣布，为协调全球应
对行动，世卫组织任命 6 名特使，在
世界不同地区就这一疾病防控提供
战略咨询并开展相关宣传活动。

谭德塞说，中国和其他国家采
取的措施为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争
取到难得机会。各国应继续做好防
控措施，同时为应对可能发生社区
传播做好准备。“我们绝不能在今后
回首往事时，后悔我们未能充分利
用现在有的机会窗口”。

世卫组织呼吁

抓住遏制新冠疫情蔓延“机会窗口”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2月 2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时间 21日 16
时至 22 日 9 时，韩国新增 142 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
346例，其中2人死亡。

这是2月21日，在韩国首尔钟路区，一名戴口罩的公交车司机靠站停
车。 （新华社发）

韩国新增142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记者高敬） 生态环境部 22 日公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生态环境质
量监测结果。总体来看，全国城市
环境空气、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质量保持稳定，生态环境质量
未受疫情影响。

生态环境部通报，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总体未受疫情影响。2 月 1
日至 19 日，生态环境部门累计对
6900 余个饮用水水源地开展的监
测结果表明，未发现疫情影响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的情况。其中，994
个饮用水水源地开展了余氯监测，
7 个饮用水水源地余氯有检出，浓
度低于自来水厂出水标准，其他饮
用水水源地余氯均未检出。

湖北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
达 标 ， 其 中 ， 武 汉 市 长 江 纱 帽

（左）、汉江宗关、长江杨泗港、长
江沌口、汉江琴口等主要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均优于 《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 Ⅲ类标准
限值。

生态环境部：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体未受疫情影响

【上接第1版】 盖茨基金会由
比尔·盖茨及其夫人梅琳达共同成
立，在疾病防控、扶贫减贫等多个
领域同中国长期开展合作。1 月 27
日，盖茨基金会宣布提供 500 万美
元紧急赠款，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之后，承诺投入最高 1 亿

美元赠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直接帮
助中国加速在药物、疫苗及诊断方
法研发等方面的工作。近日，比
尔·盖茨专门致信习近平主席，赞
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抗击疫情
中的表现，表示将坚定支持中国打
赢这场关键战役。

据新华社内罗毕 2月 22日电
（记者白林） 朱巴消息：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南苏丹政府

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说，至少 650
万南苏丹人，即一半以上南苏丹
人，将在今年 5 月至 7 月面临严重
饥荒。

联合报告说
南苏丹一半以上人口将陷入饥荒

2月22日，检测人员在“火眼”实验室进行样本处理。
“火眼”实验室是由武汉市政府、东湖高新区、中交二航局、上海诺瑞实验室、华大基因联合共建的新型冠

状病毒检测实验室。自2月6日启动运行以来，累计已经完成数万份样本的检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