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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工人在改造中的武汉客厅内加紧施工。
当日，武汉全力筹备“方舱医院”，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轻症患者提供机动医

疗场所。当天，又有一批体育馆、会展中心加入，“方舱医院”扩容至11家，接诊床位
增至万余张。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武汉抢建
“方舱医院”

口罩如何正确佩戴
世卫组织这么说

新华社日内瓦2月3日电（记者聂晓阳 陈
俊侠）世界卫生组织3日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发布最新问答，其中就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发布了专家意见。

世卫组织在其最新问答中说，佩戴口罩可以
帮助预防某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传播，但在有些情况
下佩戴口罩也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虚假的安全感”，
导致人们可能忽略其他同等重要的基本防护措施。

对此，世卫组织强调，仅佩戴口罩并不足以预
防感染，还要配合正确洗手以及与他人尽量保持
一米以上距离等措施。此外，口罩也应合理使用，
以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潜在的口罩误用。

世卫组织同时提醒说，必须确保口罩的正确
使用和处置，以保证其有效并避免因不正确使用
和处置口罩而增加病毒传播风险。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记者陈
聪 刘奕湛）科技部生物中心副主任孙
燕荣4日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把科研攻关工作与
临床需求、防控实践紧密结合，在药物
研发方面，主要将提高治愈率、降低病
死率作为应急科研攻关的重中之重。

孙燕荣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科技部
正在已经上市的和正在开展临床试验
的药物中进行系统化的、大规模的筛
选，除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外，发现了
磷酸氯喹、法匹拉韦，以及中成药中一
批具有抗病毒活性的上市药物。目
前，科研团队正在递次推进动物实验
和临床试验。

科技部

正在开展抗病毒药物筛选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记者陈
聪 刘奕湛）对于近日网络热议的抗病
毒药物瑞德西韦，科技部生物中心副
主任孙燕荣4日说，这是一种在国外已
经应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药
物，目前在国外没有完成全部的临床
试验，但在国内相关科研单位在体外
的病毒筛选过程中已展现出较好的体

外活性。
孙燕荣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当

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日前，国家
药监局已经通知申请单位中日友好医
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可以在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的患者中开展临床试验，期
待临床试验能够取得良好疗效。她说，
预计这一批药物会在今天抵达国内。

科技部

期待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临床试验效果

据新华社武汉2月4日电（记者
廖君 黎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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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规发放口罩

武汉问责3名职能部门领导

2月4日，医护人员将患者送往病房。
当日，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始收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武汉火神山医院
开始收治确诊患者

新华社北京 2月 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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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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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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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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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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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记者于文
静）农业农村部办公厅4日印发紧急通
知，要求各地不得以防疫为由违规拦
截仔畜雏禽及种畜禽运输车辆、饲料
运输车辆和畜产品运输车辆，不得关
闭屠宰场，不得封村断路，维护畜牧业
正常产销秩序，保障肉蛋奶市场供应。

通知要求，要畅通仔畜雏禽及种畜
禽运输渠道，满足养殖场补栏等生产需
求。畅通饲料及玉米等饲料原料运输
渠道，鼓励开展“点对点”生产、配送，满
足畜禽养殖的饲料需求，避免畜禽“断
粮”影响生产和供给。推动将商品畜
禽、禽蛋、生鲜乳等运输车辆纳入重要
物资供应绿色通道，协调办理交通通行
证，解决运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
畜产品运得出生产一线、运得到消费
一线，防止出现“卖难”和“断供”现象。

通知指出，保证屠宰场正常运转，

鼓励建立“点对点”调运制度，强化产
销衔接，并严格落实屠宰检疫要求，确
保市场供给和产品质量安全。立即排
查乡村公路通行情况，严禁未经县级
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擅自设卡拦
截、随意断路封路阻断交通的行为，打
通运输梗阻，确保通往畜禽养殖场、畜
产品屠宰加工和交易市场等关键场所
的道路通畅。

通知要求，支持企业尽早复工。
各地要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尽快
安排饲料、屠宰、种畜禽、畜产品加工
包装材料等生产加工企业复工，增加
市场供应，保障养殖企业和畜产品加
工企业正常运行。

通知明确，如遇相关问题，可向
农业农村部或所在地交通部门反映，
农 业 农 村 部 联 系 电 话 为 010—
59194768。

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

不得以防疫为由拦截三种车辆 据新华社武汉2月4日电（记者
梁建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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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失职失责被免职

隔离病房里的
温情和阳光
——探访在京救治的9月低龄感染者

2月4日，是中国农历传统节气“立春”，是一
个标志着春天开始、万物复苏的日子。

在北京东北部的一间医院病房里，一位穿着
病号服的年轻妈妈坐在病床上，阳光透过走廊和
病房的大玻璃窗，洒在她和怀中熟睡婴儿的身上，
泛起温暖柔和的光晕。

这里是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二科病房，是承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救治任务的一个重
要地点。本次疫情中，许多在北京发现的感染者
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

这位年轻妈妈和怀中的婴儿奇奇（化名）也是如
此，奇奇只有9个月大，是目前北京确诊病例中年龄
最小的。春节假期，奇奇一家从武汉来北京旅游，奇奇
的父亲最早被确诊，在北京另外一家医院接受救治。

记者走进病房，看到医生和护士正在不停地
忙碌着，进入隔离区除了戴口罩、护目镜，还必须
穿上闷热的高等级防护服。护士长王颖说，奇奇
刚来的时候还很认生，现在好多了，刚开始不让陌
生人抱，现在已经主动伸胳膊让抱了，虽然医护人
员穿着防护服，但感觉她都能认出来。

记者看到，在奇奇的病床侧面专门加了护板，
防止她睡觉时翻身从床上滚下来。医护人员介
绍，奇奇和她妈妈是1月25日发病，1月26日就
诊住院，现在已经是住院的第10天。为了保证奇
奇的营养，护士专门买了婴儿辅食，还请医院食堂
单独送一些米糊、馄饨和水果。

北京地坛医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段时间，在
医院精心治疗和照料下，奇奇各项指标逐渐平稳。
目前，母女二人的病情基本好转，还需要经过一段
时间的观察，等待专家确认治愈后就可以出院。

“过了一个特别的春节。”奇奇的妈妈说，“非
常感谢北京的医护人员给我们的帮助，把我们母
女照顾得特别好，真心觉得特别温暖。”

“感觉奇奇眼睛最漂亮，像会说话一样。笑起
来，脸上洋溢着阳光。”王颖说，小家伙现在状态挺
好，一见到护士就要伸手抱抱。现在饮食都正常，
看着她正在好起来，大家都特别高兴。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记者李萌 侠克）

世卫组织给出的正确使用和
处置口罩的一些具体建议如下：

戴口罩之前，请先用含酒精的洗手液
或肥皂洗手

口罩要遮严口鼻，以尽可能减少面部
和口罩边缘之间的缝隙

避免用手触碰口罩面。如果非要这
样做，要提前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或
肥皂洗手

一旦口罩潮湿应立即更换

不要重复使用一次性口罩

通过两端线绳摘取口罩，避免用手触
摸口罩面的前部

取下口罩后应立即丢弃在密闭的垃圾
箱中并用含酒精的洗手液或肥皂洗手

没有必要为了最大限度防护而佩戴
多重口罩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建议佩戴布口罩
（例如棉布或纱布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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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
3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
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
报，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
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和会议作出的决策部署在广大干部群
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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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

生命重于泰山，责任担当在肩。
当前，大量医护工作者坚守防控一线。

湖北嘉鱼县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
杜琼主动申请支援感染科，并已连续
多天坚守岗位。她的丈夫是一名供电
工人，负责医院周边的线路维护工
作。夫妻二人用各自的方式参与到疫
情防控工作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我们身在抗疫一线，要尽
自己最大的力量。”杜琼表示，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继续在一线同
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最
关键的问题就是把落实工作抓实抓
细”，让北京市石景山区发改委主任李
文化印象深刻。她表示，作为超大城
市，北京疫情防控面临着节后人员返
京的挑战。石景山区压实属地责任，
力量下沉一线，紧急抽调330名干部，
深入社区基层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努力化解疫情风险。

信阳是河南的南大门，距离武汉
只有200公里。信阳市卫健委副主任
杨杰表示，按照中央要求，当前信阳市
卫健系统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通
过严格落实相关措施，加强疫情监测，
有效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同
时，全力做好患者救治工作，千方百计
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
病死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是
浙江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诊治定点医院，院感部副主任瞿婷
婷表示，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
要充分运用大数据等信息精确判定、
预测流行的区域，将防控隔离工作做
得更加精细化。

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
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

2月2日16时 34分，历经23小
时、横跨粤湘鄂三省、行程1166公里，
载着 40 吨广东防疫捐赠物资的
41168次列车直达武汉。

负责此次货运的广铁集团广州货
运中心三水西货场工作人员付婷说，
为将物资尽快送到，广州货运中心成
立应急救援小组，开辟绿色通道，“优
先承运、优先装车、优先挂运”。

“中央要求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
秩序，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用最快的
速度，确保防疫物资以及蔬菜、肉蛋奶
等居民生活必需品运输，为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付婷说。

千里之外的山东，正全力保障重
点医疗企业复产复工。

华业无纺布有限公司是山东淄博
的一家生产医用无纺布企业，产品主
要用作医用口罩、防护服的原材料。
为抗击疫情，企业决定春节假期期间
复产复工，7 条生产线全部开足马
力，24小时满负荷生产。当地银行
还为他们提供了紧急贷款。

“中央要求保障医疗防护物资供
应，我们作为企业，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必定全力以赴。”公司副总经理王静说。

江苏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周毅彪
表示，江苏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要
求，坚决讲政治讲大局，保证完成国
家下达的调配任务。

“目前，江苏相关重点生产企业74
家，全面复工和部分复工的已有69家，
口罩日产量超过250万只，其他医用
物资大部分达到正常产能水平。”他说。

坚定信心，同心战“疫”。在加强
疫情防控的同时，还要努力保持生产
生活平稳有序。

随着返程客流逐渐增加，中国铁
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精心挑选了
20名业务精湛的高铁司机、指导司机

驰援武汉，值乘6对南昌西经武汉至
郑州东的动车组。

“疫情防控形势虽然严峻，但正常
的经济社会秩序也要切实维护好，我
们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千方百计保
障铁路大动脉畅通。”高铁司机殷世涛
说，“确保人畅其行，货畅其流，是我们
的职责！”

从1月23日至今，上海普陀区石
泉路街道石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苏雅
芳没有休息过一天。“2003年非典时，
我还不是党员，就作为志愿者每天为
居民量体温，疫情防控我有经验，更何
况现在我是党总支书记。”她说。

作为有经验的社区“领头羊”，苏
雅芳周密做好一系列防控安排。对于
小区中居家隔离的居民，苏雅芳和同
事们经常拨去关心的电话，按需将生
活必需品送到居民家门口，每天帮助
做好居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作为社区工作者，我们要当好疫
情防控的基层‘守门人’，尽全力给老
百姓一份安全感。”苏雅芳坚定地说。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同舟共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