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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
队监察工作条例（试行）》，自2020年
2月1日起施行。

《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军委

主席负责制，着力构建统一领导、权威
高效、全面覆盖的军队监察体制。《条
例》的发布施行，对贯彻落实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关于军队纪检监察
体制改革决策部署，严实规范军队监
察工作，进一步加强军队人员行使权
力情况的监察，深入推进军队反腐败

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共10章62条，涵盖监察

委员会设置、监察范围和管辖、监
督、调查、处置、监察工作协作配合、
对监察委员会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等
各个方面。《条例》强调，军队监察工
作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服务备战

打仗；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坚持权责统一、失责必究；坚
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
理，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长效机制。《条例》规定，军队各级监
察委员会是行使监察职能的专责机

关，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
责。监察委员会在本级党的委员会
和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开展监察
工作。《条例》明确，监察委员会应当
健全内控机制，严格对监察人员的
教育管理，强化自我监督，建设忠
诚、干净、担当的监察队伍。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监察工作条例（试行）》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1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有力
有效遏制疫情；听取脱贫攻坚情况汇
报，部署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工作、保
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会议指出，疫情防控事关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及时作出防控部署，有关部门
和地方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发热门
诊，开展全覆盖筛查。目前诊断方法和
诊断试剂不断优化，一些疑似病例得到

确诊，病例数增加。当前正值春运，人
员流动大，必须有针对性进一步加强防
控。各相关部门和地方要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对人民高度负责，全力以
赴科学有效抓好疫情防控。一是依法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
病管理，按照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
防控工作。二是坚决遏制疫情扩散。
落实属地责任。武汉市要严格落实防
控措施，把好相关市场关闭、野生动物
管控和机场、车站、码头等体温筛检关
口。各地要因地制宜落实重点场所和
公共交通工具的通风、消毒、测体温等

必要措施，同时加强监测和预检分诊，
确保疫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三是落
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
中救治措施，调配精干力量和医疗资
源，加强患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全力
做好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救治。加强
各类医院的防控措施，严格控制医院感
染，强化医务人员防护。四是坚持公开
透明，及时客观向社会通报疫情态势和
防控工作进展，统一发布权威信息。科
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提高公众自我保
护意识。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
家和港澳台地区沟通合作。五是加强
科研攻关。在已查明病原基础上，尽快

查明传染源、传播途径，密切跟踪病毒
毒力、传播力变化，做好应对疫情变化
技术准备。会议强调，各有关方面特别
是医疗系统要加强春节期间在岗值守，
做好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安全。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经过各方努力，去年年度脱贫攻坚
任务全面完成。目前临近春节，要做
好对困难群众“送温暖”工作，保障好
基本生活。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年，要进一步强化责任和工作落实，
确保实现现行标准下剩余贫困人口、
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一要聚焦“三

区三州”等地区打好深度贫困歼灭
战。对工作难度大的贫困县和贫困村
挂牌督战。对老、病、残等特殊贫困群
体采取养老保险、医保、低保等综合政
策。二要加大产业、就业等扶贫力度，
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东西部
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激发
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三要严格脱
贫成效考核评估验收。四要对已退出
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保持现
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及时将返贫和
新致贫人口纳入帮扶。五要抓紧研究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听取脱贫攻坚情况汇报 部署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工作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新华社武汉1月20日电（记者廖君 黎昌
政）武汉市卫生健康委20日凌晨发布通报说，18
日0—24时，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
例治愈出院5例，新增病例59例，死亡1例；19日
0—22时，治愈出院1例，新增病例77例。

通报说，武汉市在不断规范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运行的基础上，按照新修
订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进一步
加大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筛查
力度，同时进一步完善检测方案，优化检测流程，
加快了检测速度。国家、省市专家组结合临床表
现、流行病学史和病原学检测结果进行综合研
判，18日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
例59例，19日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确诊病例77例，两日共新确诊病例136例。

通报说，136例患者中，男性66例、女性70
例；年龄最小的25岁，年龄最大的89岁；发病日
期均在2020年1月18日前；首发症状大多为发
热、咳嗽或胸闷、呼吸困难。根据新修订的诊疗方

案，患者病情按照轻、重和危重进行分类，其中轻
症100例、重症33例、危重症3例（其中死亡1
例）。新增病例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正在深入进行，
其密切接触者也在追踪中。

通报说，截至19日22时，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98例，已治愈出院25
例，死亡3例。目前仍在院治疗170例，其中轻症
126例、重症35例、危重症9例，均在武汉市定点医
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817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727人，尚在接受医学观察90
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有关方面将
继续对新发现的疑似病例及时进行采样检测。

通报说，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也
是病毒性肺炎的高发时期。专家提示，市民要注
意防寒保暖、室内通风和个人卫生，加强体育锻
炼，保持清淡饮食，避免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有
咳嗽、喷嚏时戴口罩或用纸巾、衣物遮挡口鼻以减
少病菌传播。密切关注发热、咳嗽等症状，出现此
类症状应及时就近就医。

武汉20日通报病例最新情况
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侠

克）记者 20日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专家组评
估，北京市新确诊3例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病例。截至1月20日18时，北
京市共确诊5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病例。

据介绍，新确诊3名患者中，2名男性
患者分别于1月7日和1月9日去过武
汉，并短暂逗留，两人分别于1月13日和
1月14日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1名

老年女性患者，从武汉来京探亲，于1月
13日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

根据上述 3 名患者临床症状和流
行病学调查结果，经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检测、专家组评估，于 20 日确诊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目前
3 名患者已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
疗，其中 2 名病情平稳，1 名患者病情
危重。同时，北京市已对其所有 23名
密切接触者开展医学观察，目前无发热
等异常情况。

北京新增3例病例
目前共确诊5例

据新华社广州1月 20日电 （记者
肖思思 白瑜）广东省卫生健康委20日
晚间通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广东
省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确诊病例后，1月 20日，广东专家组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
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二版）》，结合患者流行病学调
查、临床表现和病原学检测结果，确认
新增13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
诊病例。

据通报，新增病例分布如下：深圳8
例、珠海3例、湛江、惠州各1例，均收治
在当地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其中，
男性 8 例、女性 5 例；60 岁以上老人 8
例，青壮年4例，10岁儿童1例。11例
病例有武汉居住或旅行史，2例与病例
有密切接触史。首发症状大多为发热、
咳嗽（干咳为主）、乏力、胸闷、呼吸困难
等。重症 4例，危重症 2例，无死亡病
例。广东省已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
随访，目前暂无异常。

广东确认新增13例确诊病例

新华社上海1月 20日电 （记者仇
逸）1月20日晚，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上
海市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确诊病例。

患者为 56 岁女性，湖北省武汉市
户籍。1 月 12 日自武汉来沪后，因发
热、乏力等症状，于1月15日在本市一
发热门诊就诊后即被收治入院隔离治

疗。经上海市疾控部门检测，并经中国
疾控中心复核，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1月20日，经国家卫健委
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的专家评估确
认，该病例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确诊病例。现患者体温正常，生命体征
平稳，其2名在沪密切接触者正在医学
观察。

国家卫健委确认上海首例确诊病例

感 染 人 类 的 冠 状 病 毒 在 20
世纪 60 年代首次被科学家分离
出来，因在电子显微镜下可观察
到 病 毒 外 表 的 冠 状 构 造 而 得 名

“冠状病毒”。据世界卫生组织

介绍，此次在武汉发现的病毒是
以 前 从 未 在 人 体 中 发 现 的 新 型
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的传播史可谓“劣迹
斑斑”，它不仅是普通感冒的主要病
原体之一，更是几次严重疫情的罪
魁祸首。2003年肆虐的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以及前几年影
响沙特阿拉伯、韩国等地的中东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在分类上都是
冠状病毒科冠状病毒属中的病毒。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介绍，目
前已知包括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可
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共有7种。

病毒命名很有门道。过去很多
传染病命名都与地名相关，如埃博

拉病毒由于在非洲埃博拉河地区被
发现而得名，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的得名也是因为该病毒首次在
中东地区被确认。不过，对于这次
的新型冠状病毒，世卫组织近日在
相关公告中称其为“2019-nCoV”，
意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根据世
卫组织2015年公布的新发现疾病命
名指导原则，使用中性、一般的术语
代替人物、地点、动物、食物和职业
的名称来命名疾病。

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后一般会出现
哪些症状？世卫组织介绍，症状因病
毒而异，常见体征有呼吸道症状、发
热、咳嗽、气促和呼吸困难等。在较严
重病例中，感染可出现肺炎、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肾衰竭，甚至死亡。
世卫组织还说，目前对于新型

冠状病毒所致疾病没有特异治疗
方法，也没有可用疫苗。但许多症
状是可以处理的，因此需根据患者
临床情况进行治疗。此外，对感染
者的辅助护理可能非常有效。

虽无针对病毒的特效药，但
正确的防护手段可有效预防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世卫组织建议：
要保持基本的手和呼吸道卫生，
如用肥皂水和清水勤洗手；养成
安全的饮食习惯，如烹调时彻底
煮熟食物；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
与表现出呼吸道疾病症状（例如
咳嗽和打喷嚏）的人密切接触；避

免在未加防护的情况下接触野生
或养殖动物等。

找到病毒起源对于疫情防控至
关重要。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
来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也尚
未完全掌握。不过，已有的研究显
示，冠状病毒在蝙蝠和骆驼等动物
中很常见，只在极少情况下病毒才
会发生变异传染给人类。比如中国
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曾报告说，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可能源于
菊头蝠携带的一种冠状病毒，经由
果子狸传染给人。世卫组织对中东
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调查也显
示，这种病毒可能源自蝙蝠，先传给
骆驼，再由骆驼传给人类。

世卫组织说，一些已知的冠状
病毒在动物中传播，但尚未感染人
类；随着全球监测工作的改善，可
能会发现更多冠状病毒。因此，人
类与冠状病毒之间的斗争依然任
重道远。

（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记者彭茜）

冠状病毒会导致什么症状？
怎样有效防护？近日，由新型冠状

病毒引发的疫情备受
关注。此前，2003 年
肆虐的严重急性呼吸
综 合 征（SARS）和
2012 年出现的中东呼
吸综合征（MERS）疫
情也都由冠状病毒引
起 。 什 么 是 冠 状 病
毒？它会导致什么症
状？怎样有效防护？

2019年国内市场5G手机
出货量超1377万部

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张辛欣）工
信部部长苗圩20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我国
5G网络建设稳步推进，商用开局良好。截至
2019年底全国共建成5G基站超13万个，国内市
场5G手机出货量超过1377万部，国产5G手机
芯片投入商用，诸多领域5G应用取得积极成效。

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代表，5G备受关
注。2019年我国正式启动了5G商用，5G网络建
设和应用有序推进，取得了积极进展。“去年是5G
建网的初期，各运营商都加大了网络投资。”工信
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说，我国通过共建共
享等举措，稳步推进5G网络建设，截至2019年底
全国共建成5G基站超13万个。

财政部等预拨3000万元

支持新疆伽师地震救灾工作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魏玉坤）记者

20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新疆伽师6.4级地
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向新疆紧急预拨中央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0万元，全力支持帮助地方
妥善保障受灾群众生活。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地震发生后，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紧急启动响应机制，根据
地方需求，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新疆灾
区紧急调拨5000顶棉帐篷、5000张折叠床、1万
床棉被和2万件棉大衣等中央救灾物资。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9日21时27分在新
疆喀什地区伽师县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6千
米。截至20日9时，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2人轻
伤，当地部分房屋、输电线路和交通设施受损。

教育部发布

中等职业学校
5门公共基础课课程标准

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教
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发布了中等职业学校数学、
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物理、化学等5门公共基
础课课程标准。新课标确定了中职公共基础课程
核心素养和课程目标，明确了课程内容和学业质
量要求。

据悉，教育部自2017年启动中职公共基础
课课程标准研制工作，并于2019年 10月印发
《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方案》。方案规
定，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分为必修课程、限
定选修课程和任意选修课程。必修课程包括思
想政治、语文、历史、数学、外语、信息技术、体
育与健康、艺术，物理、化学为相关专业的必修
课程。此次发布的是其中5门课程标准，另外5
门将于近期陆续发布。

根据方案要求，各地将指导区域内中等职业
学校开齐国家规定的公共基础课，开足规定学
时。此外，围绕课标的实施，各地还将进一步加强
中职学校基础能力建设，更好满足公共基础课程
教学需求；对接课标中的学业质量要求，丰富评价
形式，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王秉阳 屈
婷）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
于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传染
已确认存在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

截至1月20日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24例，其中确诊病例217例（武
汉市198例，北京市5例，广东省14例）；疑似病例7
例（四川省2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2例，广西壮族自
治区1例，山东省1例）。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泰
国通报确诊病例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钟南山表示，目前疫情在武汉出现局部暴发的情
况，从感染人群的地理分布看，与武汉海鲜市场关
系很密切。

钟南山表示，目前非常肯定地证实出现了人
传人现象。“在广东有2例肯定是人传人，因为他
们没去过武汉。但是他的家人得病以后回来传染
给了他。”同时，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感染。

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表示，目前疫情不断出
现新情况，这是传染病流行早期的共同特点。现
在采取措施，完全是可以逆转的。

钟南山表示，预防和控制最有效的办法是早发
现、早诊断，还有治疗、隔离，这是最有效的、最原始
的办法。他预估，春节期间得病人数还会有增加。

钟南山表示，有信心能控制新型冠状病毒，不
会重复17年前的非典。“这次花了2周就定位了
新型冠状病毒，再加上我们有很好的监控和隔离
的制度，我不相信它会像17年前非典造成的社会
影响以及经济的损害。”

截至20日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224例

已确认存在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

科普知识

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人员在过海地铁隧道掘进作业现场拉起
警戒线（1月19日摄）。

1月20日，随着青岛地铁8号线大洋站至青
岛北站过海段的两侧掘进作业顺利接汇，标志着
青岛地铁8号线5.4公里的过海隧道顺利贯通，
这也是目前我国穿越海底距离最长的地铁隧道。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我国穿越海底
距离最长地铁隧道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