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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部署提高湖北武汉收治率治愈率降低感染率病死率措施

进一步做好医疗资源和生活物资保障供应
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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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对加
强疫情防控工作作重要讲话。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精神上来，把疫情防控工作作
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真抓实干，
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坚决遏制疫情
蔓延势头，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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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
仍然是全国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要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降低感
染率和病死率。进一步扩大床位供
给，征用一批酒店、场馆、培训中心等
用于集中收治疑似病例、轻症患者或
观察密切接触者，将部分三级综合医
院转型为定点收治医院。调集一批应
急方舱医院、再增加 2000 名医护人员
支援湖北，
昨晚到位。集中优势力量，
调派高水平医护团队整建制接管重症
救治医院或病区，配齐抢救设备和防
护物资。扩充基层首诊医疗力量。合
理安排医护人员轮休，保障医护人员
身体健康。提高检测确诊能力，缩短

提醒

毕洽会这样
“面试”
2月7日，
毕洽会从线下改成线上了，
通
过宁波都市报系的
“甬上”
APP就能参加。
毕业生只要在手机上下载
“甬上”
APP，
或者扫描二维码安装，在首页导航栏点击
“毕洽会”
频道，即可搜索岗位、投递简历。
打开
“毕洽会”
频道后，
就能看到岗位和企业
名称，
旁边还标注了企业给出的薪资待遇，
点击进去后，
还能看到企业简介和每个岗位
的要求。此外，
毕业生还能直接输入岗位或
企业名称，
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在找到心仪的企业和岗位后，毕业生
就可以和企业 HR 联系进入视频面试环
节了。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任社

使用酒精注意这几点
如今，许多家庭或企业为防控疫情，
常用酒精进行消毒，殊不知酒精如在操作
上不当将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昨日，宁波
石油化工协会希望普及一下使用常识。
首先，乙醇闪点 12.78℃，火灾危险性
属于甲类；75%乙醇消毒液闪点大约在
22℃，火灾危险性还是属于甲类。
因此在使用 75%乙醇进行消毒过程
中，室内禁止喷洒式消毒方式，应采取擦
拭方法进行消毒且在消毒过程中避免撒
漏，保证空气中浓度不得超过 3%，以防
止火灾发生，
擦拭时保持室内通风。
其次，室外采取喷洒式消毒方式必须
禁止明火，
防止局部喷洒浓度过大，
遇明火
发生燃烧风险。不光明火，
如果喷洒浓度达
到3%，
衣服静电就能爆炸。 记者 乐骁立

油品不脱销，
便利店商品不涨价
中国石化浙江宁波石油分公司下属
215 座站库 1600 多名员工将坚守岗位，
坚持在特殊时期继续提供优质商品、高效
服务，确保油品不脱销。
各加油站对救护车、应急救援、防疫
物资运输等车辆，优先给予加油。并承
诺，加油站便利店内所有商品不涨价。
通讯员 姚琦

检测时间，从全国疾控系统调派检测
力量支援武汉，允许符合条件的第三
方检测机构开展核酸检测。优化诊疗
方案，将临床行之有效的治疗措施纳
入诊疗规范，
加强中西医结合，
提高临
床救治有效性。
会议指出，要坚决把医疗救治和
防护资源集中到抗击疫情第一线，同
时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加强统筹
协调，压实地方责任，推动医用防护
服、口罩等企业加快复工达产，最大
限度发挥生产潜能，多种方式扩大产
能。对进口医疗物资符合相关标准
的，要抓紧投放使用。做好重点医疗
防控物资分类使用科普宣传。保障
各地生活必需品正常供应。协调重

湖北时间

武汉火神山医院
接收首批确诊患者
经过军队支援湖北医疗
队扎实细致、紧张有序的准备
工作，
武汉火神山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专科医院开始正
式接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确诊患者。4 日 9 时 30
分，在军队医护人员的陪护
下，
由武汉市定点收治医院转
诊而来的部分患者缓缓走进
病房，
一些身体虚弱的患者则
或乘坐轮椅或躺在病床上被

推进病区。
记者看到，
每个病房设有
2张病床，
有独立的卫生间和盥
洗室，通风、取暖设备运行正
常。患者被褥已被提前铺好，
洗漱用品一应俱全。床边摆着
医疗设备，
墙上挂着液晶电视，
中间立着空气净化消毒机。靠
窗处，
设置了带有紫外线消毒
功能的传递窗。
据新华社

湖北省红十字会
专职副会长被免职
针对湖北省红十字会在
捐赠款物接收分配中的有关
问题，湖北省纪委监委迅速
开展调查核实工作。4 日，
湖北省纪委监委就湖北省红
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失职
失责问题进行公开通报。通
报显示，经湖北省纪委监委
研究并报湖北省委批准，免
去张钦省红十字会党组成
员、专职副会长职务；另有多
人受到处分。
通报显示，经调查，湖北
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
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和分配
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
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
定、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失

责问题，依据《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等规定，经湖北省纪
委监委研究并报湖北省委批
准，决定免去张钦湖北省红
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
长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
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
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陈
波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
过处分；给予湖北省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
勤党内警告处分。湖北省红
十字会其他责任人员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由有关党组织依
纪依规处理。
据新华社

违规发放口罩
武汉问责 3 名干部
记者 4 日从武汉市纪委
监委获悉，武汉严肃查处武
汉市防疫应急物资储备仓库
违规发放口罩问题。对一名
干部给予免职、党内严重警
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对两名
干部予以诫勉谈话。
经武汉市纪委监委研
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免去

夏国华武汉市统计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职务，并给予其党
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
分；对武汉市发改委党组书
记、主任，武汉市统计局党组
书记、局长孟武康和武汉市
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黄志彤予
以诫勉谈话。
据新华社

点企业特别是央企增加生活必需品
生产。保障交通网络畅通，尽快打通
部分被阻断道路，及时解决跨区域调
运 中 遇 到 的 问 题 ，提 高 物 资 分 拨 效
率，保障市场供给。
会议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要完善医疗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机制，
根据各地特别是湖北省疫情防控需
要，进一步统筹做好医疗防控重点物
资日调度，
各部门要各司其职，
主动作
为、通力配合。加强交通错峰调度，
避
免节后人员返程大量集中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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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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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谣

顺丰停运了？
官方：
小哥一直在线！
前晚，
一则消息在朋友圈流传：
顺
丰快递要停运了。
记者在一张广为流传的消息图片
上看到：
鉴于目前全国疫情情况严峻，
各高速公路、村道道路大部分无法通
行，公司决定 2 月 3 日起停止接收全
国各地的快件。图片上还印有顺丰速
运的 LOGO。
随后，记者联系了宁波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傅女士，
“根据
浙江省邮政管理局文件，我们公司的
业务都是在正常开展的，也不会出现
停工停送的情况。”她说，由于部分员
工未能如期返岗，各地方政府的防疫
措施也有不同，确实有可能出现少量
末端派送效能降低的情况。
2 月 4 日上午，记者还电话询问了
多家快递公司网点。圆通快递、申通
快 递、百 世 快 递 的 业 务 正 常 开 展 。
记者 黎莉

北仑新建
疫情隔离区?
官方：
临时安置
非重点地区来的外来人员
近日，北仑沿山路搭建临时帐篷
的一段视频在网络引起了不少市民的
关注，
拍摄者还打上了
“北仑新建疫情
隔离区”的字幕。那么这些帐篷到底
是用来做什么的？2 月 4 日，记者前往
帐篷搭建地一探究竟。
这些临时帐篷搭建在北仑沿山路
的一片空地上，122 顶帐篷已经搭建
完成。
“这里并不是安置隔离人员的，
而
是一个简易的临时安置点，主要是为
了让那些从非重点地区来北仑找工
作、上班等人员有一个临时居住的地
方。
”
负责该临时安置点筹建的北仑区
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胡敏波告诉记
者。
记者 郑凯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