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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迁坟公告
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陵水黎族自治县ls2018-11号

用地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方案批复(琼自然资函【2019】1976号），因英
州镇龙岭路、福清大道项目建设的需要，需对英州镇龙岭路、福清大道项
目红线范围内的坟墓进行搬迁，现将有关坟墓搬迁事项公告如下：一、坟
墓搬迁范围：英州镇龙岭路、福清大道项目红线范围内。二、请征地范围

内的坟主亲属，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到镇政府进行办理登记手续。三、
迁坟政策：搬迁有关补偿费标准按《陵水黎族自治县征地迁坟补偿奖励标
准》执行。四、如逾期未登记的，视为无主坟处理，将由英州镇人民政府统
一安排迁到就近的公墓地。五、联系人及电话：英州镇人民政府：苏先生
电话：13698934922；大坡村民委员会：张先生 电话：18889488559；鹅
仔村民委员会：蒲先生电话：13976151188。上述公告望相互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人民政府 二O二O年二月十二日

▲王晓恒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万宁
市万城镇城北新区纵二路东侧（万
宁国瑞城）A4幢2单元802房的
不动产权证，证号：万宁市房权证
万城字第1602394号，特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南锦兆丰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00221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2月21
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文昌市文城镇文东路115号(月亮
城第 6幢 C18单元 201 房)，保证
金：5万元；展示时间：即日起至2
月19日12：00止，有意者请于此
日期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
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地
址：海口市丘海大道9号龙江大厦
12A2；电话：17625636010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将于2020年2月21日上
午10时在我司拍卖厅第三次公开
拍卖：鳗鱼苗约130万尾，重量约
225吨，参考价：1224万元，竞买保
证金：36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
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2月20日
止。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报名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
年2月20日下午5时止（以保证金
到账为准）。有关详情请关注我司
公众号或网站及前来我司办理竞
买手续，逾期将不予办理。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
金 融 中 心 9 层 。 电 话 ：
13398975899 公司网址：www.
hnhxpm.net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2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在全力以赴
抓好疫情防控同时，加强经济运行调
度和调节，更好保障供给。

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关于保障重
点防疫物资和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的汇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部署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
求，在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同时，有
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重点医疗防控

物资供应量快速提升，生活必需品市
场供应总体充裕，煤电油气等能源得
到较好保障。通过错峰等多项措施避
免了节后返程大规模人流。相关部门
汇报，预计未来一周也不会出现往年
那样的出行高峰。

会议要求，一是分类有序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湖北省当前首要任务是
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同时要保证疫情
防控、城市运行等必需的相关企业正
常运转，落实生活必需品供应。其他
省份要根据实情分类精准防控，感染
人数较少的大多数地市要有序推动复

工复产。二是推动重点医疗防控物资
生产企业尽快达产，协调解决设备、人
工、资金、原辅料等问题，加强供需精
准对接和统一调配，确保一线防控需
要。三是制定方案有序组织务工人员
返岗。主要劳务输出地与输入地要做
好农民工等重点人群返岗的对接和服
务。纠正对外来车辆和人员“一刀切”
劝返等做法。四是各地各部门要建立
企业应对疫情专项帮扶机制，纾解企
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困难。通过
减免国有物业房租、下调贷款利率、延
期还本付息、完善税收减免政策等，实

施临时性支持措施。五是落实地方
“菜篮子”、“米袋子”负责制，加强粮油
菜和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生产供应，
依法查处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抓好
春季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保障种子、化
肥、农药、饲料等生产供应和运输畅
通。六是强化煤电油气运保障，切实
保障重要交通干线及关键物流枢纽正
常运行，疫情较轻地区要在做好防疫
前提下，有序恢复公路客运班线、城市
公交等服务。七是推动重大项目尽早
开工和建设。各地要加快项目前期工
作，做好用工、土地、资金、用能等保

障。八是高度关注就业问题，防止大
规模裁员。鼓励地方综合运用失业保
险基金结余等资金加大援企稳岗力
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实施缓缴或返
还部分社保费等政策。引导因疫情无
法外出的农民工参加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和人居环境改善。会议强调，在加
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统筹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做好“六稳”
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和调节，及时
出台和落实相关政策，维护经济社会
正常运行。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进一步部署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同时
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和调节更好保障供给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既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又要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
到最低，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
重大任务。

2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时，强调要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任务，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同
时，统筹做好“六稳”工作，尽可能降低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努力完成今年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抓住重点，
统筹兼顾，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要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为“十四五”发展
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
础。突如其来的疫情，必然会给不少
行业和企业带来影响，给我们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带来挑战。但更要看
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已经形
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
情防控工作的局面，效果正在显现。
综合分析形势，我们仍然要坚持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党中央决策
部署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都要抓
好，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都要
完成，不能有缓一缓、等一等的思想。

夺取双胜利，必须抓住重点、统筹
兼顾。疫情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抓
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区要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全面抓好改革发展
稳定各项工作，统筹做好稳就业、稳金
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
作，特别是要抓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既
要深刻认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
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必须坚决遏制疫
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又要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状况，加强
经济运行调度，聚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带
来的冲击和影响，围绕“六稳”做好应对
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和工作。

夺取双胜利，关键在坚定信心，不
要被问题和困难吓倒。中国是个大国，
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这次疫
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必然是阶段
性、暂时性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稳中
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同时对现

实问题和潜在影响，我们要做到心中有
数，积极进行应对。只要坚持底线思
维，积极主动作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
能力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
时，继续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

夺取双胜利，最重要的是把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前提下，要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
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加大金融支持
力度，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力度，用
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要加大新投资
项目开工力度，积极推进在建项目，调
整优化投资结构，优先向疫情重灾区应
急医疗救治设施、隔离设施等传染病防
治急需的项目倾斜。要聚焦攻克脱贫
攻坚最后堡垒，结合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加强乡村人

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扩
大消费是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力点
之一，要着力稳定居民消费，加快释放
新兴消费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健康消费
需求。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
能力的一次大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
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着力补短
板、强弱项，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
为国家治理效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
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
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众志成城抗疫情，风雨无阻向
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战胜疫情，确
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伟大
祖国必将更加繁荣昌盛！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表格任务重如山、聚集动员喊口号、作秀留痕走过场……

揭一揭抗疫中的“形式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中央强调，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
控第一线。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重复繁重的填表任务、空洞鼓劲的动
员会、停不下来的“迎检大战”、作秀留痕晒表扬……这些重在刷存在
感的行为，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时间、精力，耽误落实迫在眉睫的抗疫
工作，引发群众不满。

——“表格抗疫”。北京、江苏、广
东等多地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防疫
期间一天要填报十几份表格，这些表
格由不同部门下发，内容基本相同，只
是格式、体例稍有差异。

“上级很多部门下发的表格、各级
防疫小组的表格都要填，内容基本相
同，就是重复填写。”广东省清远市一
位村支书告诉记者，防疫工作开展以
来，被各类表格弄得焦头烂额，而且有
些表格内容已超出了工作能力范围。
例如，一项针对外来人口的检查项目，
要求录入外来人员咽痛、全身乏力、眼
结膜充血等情况，“村干部量量体温还
行，乏力、干咳这些临床症状需要专业
医生来判断，我们怎么懂啊？”

——“迎检大战”。“来了一拨又一拨
检查的，就没看到一瓶消毒水、一只口罩
发下来。”江苏省泰州市一街道办工作人
员反映，这几天他为了应对上级各类检
查忙得团团转，有时一天要来好几拨。
每来一拨，街道、社区就要安排多人陪
同。“这些检查很多都流于形式，解决不
了实际问题，简直是‘迎检大战’。”

——鼓劲式会议。一位医生在朋

友圈吐槽，武汉一家医院急诊科主任
在一个开会现场愤然离席，原因是各
级领导到医院开了三拨会，每次都长
篇大论读最新文件、政策，为医护人员
加油鼓劲，花去大约3小时。急诊科
主任不得不带走医生：我们是继续抢
救病人还是继续和你们开会？

某高校要求中层干部到学校开
会，数百人聚集在会议室，参加校领导
召开的传达政策、动员鼓劲视频会。
不少教师抱怨，相关信息完全可以通
过微信和视频传递，毫无必要让大家
聚在一起开会，徒增风险。

——作秀留痕。江苏泰州市一名
基层干部说，抗疫工作还在紧急关头，
有些干部仍不忘晒工作照留痕。比
如，街道成立临时党支部，这本是加强
抗疫领导工作的需要，但有的领导热
衷的却是组织集中宣誓、拍照，基层不
得不紧急安排场地、横幅、屏幕等。

湖北某市一社区动员居民参加防
疫志愿服务，活动还没进行，先要组织
志愿者拍合影。“反复强调不要聚集，
不理解为啥要让大家拍合影。”不少居
民质疑。

多地基层干部反映，各种形式
主义消耗了本就紧张的人力、物力，
对抗疫工作造成明显干扰。

在武汉市主城区的一个新冠肺
炎防控指挥部，9日凌晨两点，记者
看到工作人员还在填写各种表格。
一位工作人员反映，防疫表格的内
容越来越多，各层各级数据统计量
非常大，非常浪费时间。“我们指挥
部办公室一半的人晚上都在填表，
8个人从早填到晚，街道的工作人
员接到我们电话都哭了。”

湖南省长沙市某社区一共12

名工作人员，要服务近万名常住
居民和流动人口，每天要承担防
控宣传、辖区巡查、送医协调、消
毒、居民劝导、物资发放等大量工
作，人手非常紧张，还不得不抽出
两个人做“表哥”“表姐”，专门承
担数据收集、登记造表、上报信息
等任务。社区主任抱怨：“人手这
么紧张，却要花费很多时间重复
填表报资料，这是对基层防控力
量的严重浪费。”

形式主义还影响了防疫工作的
实效。江苏泰州一名乡镇干部介

绍，上级频频督查检查，但检查只是
到值守点检查人员是否在岗。乡镇
本就人手紧张，还要专门安排人员
值守应对督查，导致人手更加紧张，
一些摸排、巡查、消毒的工作无奈只
好草草了事。

形式主义引发防控一线干部和
群众的不满。广东省清远市一村支
书说：“大家本来就精神紧张、劳累，
平白还增加了很多无用工作，累
心。”一些社区工作者说，总进行重
复调查，却无法解决物资、医疗等问
题，不少市民已表示不满。

当前，一些地方开始采取措施，
整治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2月6日，湖北省纪委机关、
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对疫情防控
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依规依纪依法从重从快查处；黑龙
江省纪委监委要求，坚决纠治疫情
防控过分注重填表格、要数据、报材
料，增加基层负担等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行为。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纪委监委12日通报了4起在疫情防
控中履职不力典型案例，8名乡镇主
职干部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被
问责，其中2名党委书记被免职。

据福建省纪委监委日前通报，
省纪检监察机关严肃追责问责疫情
防控工作不力问题，共查处100起、
处理17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12人。通报指出，在查处的问题
中，有的工作不实、失职失责，有的
麻痹大意、疏于管理，有的推诿卸
责、履职不力，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不少专家提出，重点还要解决
防疫工作中多部门缺乏协调问题。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
究员吕德文认为，“表格抗疫”的问
题，直接原因是指挥协调系统不完
整不科学，各个部门之间没有形成
一个专门的信息统筹机制，应明确
专门部门收集信息，从机制上避免
各部门、各条线向基层派任务和要
表格。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庄德水表示，确有必要的数据统计，
应归口统一的部门一次收集，不能
多头要数据，增加基层负担。可通

过大数据统计、在线填报等新办法
有效减轻基层负担。他表示，去年
以来基层减负效果明显，但基层治
理体系和部分干部的思想观念仍没
有根本性转变，很多人还是习惯用
文山会海、上报数据的方式开展工
作。抗击疫情需要务实的态度，也
需要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并运用高
科技的手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1日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要在地方
联防联控机制协调下，统筹管理，一
定要减少重复报表、重复报数。不
要把基层有没有发文、有没有记录
作为检查督导的标准，要为基层减
轻不必要的负担，使他们真正全身
心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
者周楠 郑生竹 李雄鹰 乌梦达）

需专门抽调人员做“表哥”“表姐”，影响抗疫工作实效

严肃问责，提高治理能力

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令基层不堪重负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教育系统多措并举
做好疫情防控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记者陈聪 高蕾）
记者从12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教育系
统对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工作作出安排，各高校
附属医院全力投入到当地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教育部指导各地认真做好“停课不停学”
的有关工作。教育部整合国家及有关省市和学校
的优质教学资源，将于2月17日正式开通国家中
小学网络云平台，免费供各地自主选择使用。平
台的资源包括新冠肺炎防疫的有关知识、红色教
育资源、专题教育资源、数字教材资源，以及从小
学到普通高中主要学科课程的学习资源。课程时
间一般在20分钟左右。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说，自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和举办医学教育的
综合大学积极组织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全力支持武
汉、支持湖北。截止到2月10日，有123所高校的
287家附属医院派出了7924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
和湖北，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20所，61家医院派出
3787人；其他部委属高校5所，共7家医院派出264
人；98所地方高校的219家医院派出3873人。

世卫组织总干事：

新冠病毒疫苗
有望在18个月内就绪

据新华社日内瓦2月11日电（记者聂晓阳
陈俊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1日在日

内瓦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望在18个月内准
备就绪，目前仍需竭尽全力防控病毒。

谭德塞在世卫组织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来自全球的400多名科学家正在就有关新型
冠状病毒研究工作进行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有望在18个月内就绪，尽管疫苗研发尚需时日，
但目前已经有许多可以有效防控这一病毒的公共
卫生干预措施。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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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中有人违反工作纪律
及履责不力

湖北通报5起典型问题
据新华社武汉2月12日电（记者梁建强）擅

离职守、落实防控措施不力、不服从统一指挥调
度、疫情防控检查中违规聚餐饮酒……记者12日
从湖北省纪委监委获悉，湖北近期查处了一批疫
情防控中违反工作纪律、履责不力问题，并对其中
5起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曝光。

通报显示，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
处长盛从锋擅离职守，被免职并予监察立案调查
审查。盛从锋作为该局疫情防控指挥部成员，违
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1月23日未履行请假手续，
私自离汉到安徽老家过年，没有履行其疫情防控
包保责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曾都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黄家洲和东城办
事处党工委副书记、主任高新国等人落实防控措
施不力，分别受到撤职和党内警告处分。曾都区
东城办事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力、宣传不到位，
多个社区违反防控工作要求。该办事处主持工作
的党工委副书记、主任高新国受到撤销党内职务、
政务撤职处分。黄家洲包保该办事处，对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和处置不力，对上级安排部署督办落
实不力，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黄石市城发集团副总经理、鄂东医养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余福安不服从统一指挥调度被免
职。2月7日上午，余福安在主持鄂东医养集团疫
情防控工作会议时，违反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
调度，要求下属医院执行指挥部调度前先需通过
集团再安排，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通城县实验小学副校长张新甫隐瞒疫情违规
操办寿宴，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1
月22日，张新甫隐瞒自己和妻子曾经前往武汉情
况，在妻子黄某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后，仍违规操
办父亲寿宴，邀请村民及同事多人参加。1月24日，
其妻子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2月2日，通城
县纪委监委、县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时，张新甫对抗组
织调查，给疫情防控带来严重隐患。

竹溪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负责人刘涛和
天宝乡林业站站长何松林、望府座林场场长刘贤
慧等人在疫情防控检查中违规聚餐饮酒，分别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过处分。1月28日下午，
刘涛和何松林等人在天宝乡双河村开展疫情防控
专项检查结束后，与望府座林场场长刘贤慧等人
违规聚餐饮酒，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其他参与人
分别受到相应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