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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2日电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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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部分省份因防
控工作需要灵活安排工作、进一步做
好疫情防控和市场保供，加大对湖北
省特别是武汉市及周边重点地区医疗
防控物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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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国务院已同意
部分省份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春
节后在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行、
群众生活必需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
生企业、重大工程员工及时返岗的同
时，其他行业可采取灵活方式安排工
作。这有利于避免节后人群大规模流
动，降低疫情扩散风险。引导具备条
件的企事业单位错峰上下班和居家网
上办公等。有序引导农民工等重点群
体错峰出行，在复工后分批有序到岗。

会议指出，各地要确保疫情防控
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等稳定供应。及时

准确掌握本地区药品、防护用品、消毒
用品等疫情防控物资供需情况，采取
有力措施支持相关企业尽快复工、满
负荷生产、扩大产能。加强生活必需
品供应，尽快组织粮油及食品加工、能
源等重点企业复工生产，建立重要物
资供应绿色通道，优先安排电煤、粮
食、蔬菜等重点物资运输，确保批发市
场、城区物流配送畅通和商超、便利
店、社区供应点及时补货。

会议指出，保障湖北省特别是武
汉市疫情防控物资需要是重中之重。
疫情发生后，国家从各方面抽调人力

物力集中给予支持，但湖北目前医疗
资源短缺问题仍然突出。要加快医院
和床位建设，加强医务人员队伍保障，
从全国其他省份组织更多呼吸、重症、
护理等方面高水平医护人员支援湖
北。要加快推动医疗防控物资生产企
业复工达产，优先保障武汉和湖北其
他重点地区需要，抓紧弥补湖北省医
用口罩、防护服等重点医疗防控物资
缺口。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各成员
单位要主动担责、加强协调，帮助解
决重点医疗防控物资的生产、运输等
方面遇到的问题。卫生健康委要尽快

完善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分类使用标
准，为有限资源精准使用提供依据。
所有紧缺物资实行国家统一调度。湖
北省要做好医疗防控物资管理、优化
配置使用。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推动防控力
量下沉，坚持公开透明，更好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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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市场保供
加大对湖北重点地区医疗防控物资支持力度

世卫组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
四问四答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面对当前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在其官方
网站，回答了公众普遍关心的“抗生素在预防和治
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方面有效吗”等四个问题。
新华社记者梳理如下。

问：抗生素在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方面有效吗？

答：抗生素只对细菌有效，对病毒无效。新型
冠状病毒是一种病毒，因此，使用抗生素并不能作
为预防或治疗的手段。然而，如果因为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住院，患者可能会接受抗生素治疗，因为
有可能同时感染细菌。

问：有专门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药物吗？

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用于预防和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一些特定的治疗方法
正在研究中，并将通过临床试验进行测试。世卫组
织正与合作伙伴一起帮助加速研究和开发工作。

问：新型冠状病毒只感染年龄较大的人吗？
年轻人是否也容易感染？

答：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能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年龄较大和患有哮喘、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
的人感染该病毒的可能性看起来更大。

世卫组织建议所有年龄段的人采取措施保护
自己免受病毒感染，如保持良好的手部和呼吸道
卫生习惯等。

问：宠物会传播新型冠状病毒吗？
答：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狗猫等宠物会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然而，与宠物接触后，用肥皂和水洗
手总是有益的，可以显著减少其他常见细菌在宠物
和人类之间的传播，例如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

专家提醒：

注意消化系统
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新华社武汉2月1日电 临床发现，部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者首发症状仅为腹泻，专家在感染者
大便和肛拭子中已发现病毒核酸。专家提醒，应注
意消化系统传播新型冠状病毒风险，做好相关防护。

最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基于临床新发现新
型冠状病毒的一系列症候群，与中科院武汉病毒
研究所持续开展相关观察研究。该院呼吸内科张
旃副教授、消化内科安萍副教授等观察到，部分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首发症状仅为腹泻，
怀疑消化系统也可能传播新型冠状病毒。后来，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员实验室从这
些患者的大便和肛拭子中发现病毒核酸。

研究团队据此提出，在前期国家权威指南提
出飞沫传播、接触传播的基础上，新型冠状病毒还
存在一定的粪口传播。临床医师特别是消化内科
医师应高度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不典型
症状，针对患者呕吐物、粪便等做好个人防护。

研究团队提醒，轻症患者居家隔离时，应格外
重视手卫生，同时尽可能避免与家庭成员共用卫
生间。如无单独卫生间，每次使用后，可通过乙
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
溶剂，做好居家隔离消毒。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学科在诊疗过程中还
发现，部分患者存在胸部影像与临床症状相背离
的现象。不必为了解病情进展频繁复査胸部CT，
以临床症状为导向复查胸部CT即可。

财政部出台多项新举措
支持金融服务疫情防控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申铖）记者2
日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日前出台多项新举措，
支持金融更好服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

当前，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支持防疫用
品生产企业扩大产能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重要保障。

根据财政部日前发布的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
务、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将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
贴息支持。对2020年新增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企业贷款，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
提供优惠利率信贷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人民银
行再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
1年，贴息资金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

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表示，中央财政将对与
疫情防控相关的卫生防疫、疫苗生产及检测、医药
产品、医用器材等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贴息支
持，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服务，强化信贷投放，
更好满足疫情防控保障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通知明确，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个人和企业的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对已发放的个人创
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
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展期期限原则上不
超过1年，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贴息支持。对受疫
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地
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方面在其申请创业担
保贷款时优先给予支持。

通知称，优化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融资担保
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
持，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应当提高
业务办理效率，取消反担保要求，降低担保和再
担保费率。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对于受疫情影响
严重地区的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减半
收取再担保费。

此外，通知要求加强资金使用绩效监督管
理。各级财政部门应及时公开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企业获得贴息支持情况，并督促相关贷款银行加
强贷后管理，确保贴息贷款专款专用。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铺开武汉地图，位于武汉西南的
知音湖犹如一匹奔驰的骏马。刚建成
的火神山医院，就在这匹骏马的鼻尖
之处。

这里，曾经是武汉职工疗养院，遍
布着藕塘、土丘。

“10天建座医院，这怎么可能完
成？”这是众多参加火神山医院设计、
施工者，接到任务指令时的第一反应。

中建三局三公司项目经理方翔从
事土木建筑行业多年。他说：“按照常
规流程，3万多平方米建筑量的项目，
至少要两年。紧急状态搭建临时性建
筑都需要1个月，更何况是新建一座
传染病医院？”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背后，是
异常严峻的疫情形势。从确定新建火
神山医院的1月 23日当天到2月 1
日，9天中，武汉市确诊病例从495人
陡增至4109人。

不断增加的定点医院床位数量，
远远跟不上疫情蔓延速度。“根据
2003年抗击‘非典’时的经验，新建集
中收治疫情患者的医院，能够很大程
度上缓解现有医院的压力，减少交叉
感染。”一位参与抗击非典的医疗专家
表示，临时医院启用后，更重要的作用
是减少社会恐慌情绪。

过往抗击重大疫情，也曾经创造
过奇迹。

2003 年 4月，北京建成可容纳
1000张病床的小汤山医院，两个月内
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病人，
其间无一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创造了
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

当年建好小汤山医院用了7天。
现在的工程能力更高了，10天完成任
务，很困难吗？

紧急的疫情让人们已经忘记了，
武汉抗疫斗争高峰是在春节前。小汤
山建设是在4月份，火神山医院建设
其间，适逢大量工人假期返乡，“别说
原材料采购、物流运输，就连工地上吃
喝拉撒，这些后勤都难以保障”。武汉
市城建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疫情，不等人。与死神竞速，情势
紧迫，间不容发。各方面迅速动员，进
入战时状态。

——选址。规划、环保等部门紧
急会商，定在知音湖畔的武汉市职工
疗养院。这里远离人口稠密的汉口主
城区，交通、管道等配套基础齐备。

——设计。小汤山“非典”医院设
计方迅速参与。中信建筑设计院等设

计机构组成60多个人的应急项目团
队，5小时内就拿出设计方案，不到24
小时绘出设计图。

——施工。多家建筑企业踊跃请
战。指挥部最终确定由中建三局、武
汉建工、武汉航发、汉阳市政四家企业
参建，明确施工任务，立下“军令状”，
迅速组织开工。

没人想到，一个建筑工地，成为数
千万人瞩目的焦点。火神山建设现场
场景被网络“云直播”后，数千万网民
在屏幕前当起了“监工”。

“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工地直播，而
是抗击疫情的希望，大家都希望能够
快点，更快点。”类似的网络评论天天
时时可见。

入夜，工地上灯火通明。不远处，
武汉三镇是焦灼中等待的万家灯火。

分区严隔离 病房带“口罩”

从空中俯瞰，火神山两栋住院楼，
整体呈中间医护两边病房的“鱼骨状”
布局。“主鱼骨”是中间的长走道，功能
为医护人员通道和办公区域。走道连
接“次鱼骨”的9个病房区，在走道里
可步行至任何一间病房。

作为一所传染病医院，大到房间
的结构布局，小到一个下水管道，在各
项防护措施方面，近乎苛刻。而充分
借鉴小汤山医院，让火神山医院的设
计与建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曾参与小汤山医院设计的全国知
名设计大师黄锡璆，腊月二十九晚上
专门给设计组打来电话，提出小汤山
医院设计中曾经留下的遗憾和不足：
病房紧挨地面，没有隔空层，容易潮
湿；没有设置专用病区走道，开门就是
院子，管理不便……

“我们在设计时充分听取这些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中信建筑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火神山医
院设计总负责人汤群说。

——分区严格隔离。通过设置清
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及医护人员专
用通道和病人专用通道的布置方式，
严格避免交叉感染。医疗区与生活区
同样严格隔离。医护人员进出病区设
置包括风淋在内的专用卫生通过设
施，最大限度地保护医护人员的健康
安全。

——病房带上“口罩”。离地面架
空30厘米的每间病房，放置两张病
床，均设有独立的卫生间。两扇窗户
和通道组成的专用隔离防护窗，用于
药品和食品的传递。医院绝大部分房

间都是负压房间，房间内的压力比外
面低，如同给病房带上“口罩”，避免病
毒随着气流产生交叉感染。

——污染集中处理。医院铺设
了5万平方米的防渗膜，覆盖整个院
区，确保污染物不会渗透到土壤水体
中，同时医院安装了雨水、污水处理
系统，经过两次氯气消毒处理，达标
后才可排放。所有房间排风均经过
消毒杀菌及高效过滤达标后，才高空
排放。

大年初一，原北京小汤山“非典”
医院院长张雁灵专程来武汉考察得
知，火神山医院配备多台高端CT，大
幅提升ICU重症病房数量，组建专家
委员会为病人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等
情况，评价“总体非常好，只需做局部
调整”。

“很多设计标准、设备配备，都要优
于当年的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张
雁灵说，火神山医院的建成并投入使
用，将对防控疫情产生重大意义。

“极度压缩时间空间的战役”

1月 24日，己亥年除夕，各类设
备进场。

入夜，运输车司机吕俊和同事们
一块围聚，端上盒饭，简陋地“团年”。
他的“守岁”就是从凌晨3点后开车运
土，累了，在车上眯个眼。

作为家中独子的吕俊，长这么大
第一次不在家里过年，“不忍心让父母
在家中独守除夕夜，但这个工程实在
太重要了。”

除夕夜，数百台挖掘机、推土机，
上千名工人和吕俊一样，在机器轰鸣
声中，迎来庚子年第一个清晨。

除夕当天，施工方累计平整全部

场地5万平方米，相当于7个足球场
大小。开挖土方15万立方米，足以填
满57个标准游泳池。

“头一天去，工地还是一片沼泽，
推土机进场都快陷进去了。第二天早
上再看，土堆已经推平，沼泽被填实，
完全看不出之前的模样了。”一位技术
人员在朋友圈中感慨。

铺设碎石、压实基础、开挖基槽
……按正常流程，工期节点按天算。
在火神山，一切节点都得以小时，甚至
以分钟计算。极限的工期要求，现场
设计、施工、监理人员一齐守在现场，
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边调整。

工地上，到处是车，到处是人。
白天，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入夜，灯
光如昼、焊花四闪。所谓“基建狂
魔”，其实不过是一群善良勇敢的人
穿上盔甲，在所有人的祝福中默默地
负重前行。

“戴书记，您的鞋子破了，回去换
一双吧！”中建商砼永丰厂党支部书
记戴银刚，多次听到别人的善意提
醒。武汉宣布建设火神山医院当
晚，他就赶回岗位，火速集结队伍投
入战斗。

妻子身怀六甲，他无暇照顾；鞋子
破了几天，来不及回去换一双。“等这
场战役结束了，我要跟即将出世的孩
子好好讲讲火神山的故事”。他说。

最高峰时，工地上有7000多名工
人，800多台挖掘机、推土机等设备同
时作业。上一个单位刚完成场地铺
沙，下一个单位马上进场铺防渗膜，后
面铺设活动板房基脚的单位还在催
促。高密度的人群、机械，让现场施工
空间极为有限。

“火神山项目是在极度压缩的时
间、压缩的空间内，展开的一场战役。”

火神山建设指挥部一位负责人说，“没
别的，就是豁出去，干！”

受其他工序影响，原本留给排水
管道安装的72小时施工时间，被压缩
到只剩30个小时。用作病房的集装
箱板房，距地面只有30厘米，排水管
道安装只能由工人钻进这狭小缝隙
中，逐个安装到位。

身材瘦小的工人王旋主动申请第
一个下地埋管示范，带领400多名工
人伏地作业。不少人衣服划破，手臂
划伤，匆匆处理后便又钻回逼仄的空
间作业，直到全部排水管道顺利安装
完成。

每个工人、每台装备，就像一颗颗
螺丝钉、一个个零部件，紧密扣在一
起，驱动着这台巨型机器，迅速搭建起
一座抗击疫情的“安全岛屿”。

中建三局董事长陈华元说，武汉
是我们的家园，这是一场保卫战、生死
战，建好火神山医院就是保卫大武汉，

“必须不惜代价，不讲条件，不惧困难，
尽锐出战”。

有国外网友评价，昼夜不停的挖
掘机大军及建筑工人、源源不断输送
至武汉的物资，“整个国家都为这场战
斗做准备，速度不可思议”。

“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种动员。”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月3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发布会上说，“也许
你正在关注的是中国将在10天之内
建成的一家大医院，但这不是他们正
在采取的措施的唯一目标，我相信这
些措施将扭转（疫情）趋势。”

火神山医院完工了。很多工人、
设备将第一时间转战，前往同样收治
疫情感染患者的雷神山医院，继续他
们的战斗。

（新华社武汉2月2日电）

这是2月2日无人机拍摄的武汉火神山医院。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新华社武汉2月 2日电 2日上
午，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和联勤保障部
队副司令员白忠斌，在武汉火神山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科医院签署互
换交接文件，标志着该医院移交给军
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管理使用。

武汉火神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专科医院，是在武汉职工疗养院建
设的一座专门医院，将集中收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医院
可容纳1000张床位。

联勤保障部队组织由机关干部、

军地专家、施工方组成的7个验收组，
对医疗卫生、工程建筑、供应保障、交
通运输等各方面抓紧验收。为加快医
疗队进驻工作，联勤保障部队制定了
《医院筹建倒排工作计划》，就力量抽
组集结、军地需求对接、组织交接验

收、力量进驻展开等4类28项工作，
分兵把口、多线同步推进。

截至2日12时，从联勤保障部队
抽组的950人，已分别以高铁、空运的
方式，从5个方向抵达武汉。此外，先
期抵达的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

学、空军军医大学450人纳入统一编
组。武汉火神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专科医院院长张思兵说，医护人员
会将各自的学术优势、技术优势和经
验优势，转化为医疗救治的整体优势，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武汉火神山医院移交解放军医疗队管理使用

湖北，荆楚大地、云泽之乡。楚人，自视为火神祝融的后
代。当下，一场“火神”驱赶瘟神的角斗战事正酣。

今天，一座名为火神山的医院，正式落成。战疫魔，增添
了新的利器，开辟出新的战场。

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架设箱式板房近两千间，接
诊区病房楼ICU俱全……这个建筑面积相当于半个北京“水
立方”的“战地医院”，从开始设计到建成完工，历时10天。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抽组
1400名医护人员，于2月3日起在这所医院承担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任务。

过去10天，发生了什么？怎么做到的？新华社记者带
你去探访火神山医院落成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