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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吊销《华尔街日报》
三名驻京记者记者证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针对《华尔街日报》
迄未就发表诋毁中国抗击疫情努力文章道歉及
查处相关责任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9日说，中方
决定从即日起吊销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

耿爽当日在网上例行记者会上说，2月3日，
《华尔街日报》刊发美国巴德学院教授米德撰写的
评论文章。该文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文章加上了《中
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这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
的耸人听闻标题，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国
际社会广泛谴责。

耿爽说，中方已就此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
出严正交涉，阐明中方的严正立场，要求《华尔街
日报》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
相关责任人，同时保留对该报采取进一步措施的
权利。“但遗憾的是，《华尔街日报》迄今仍在推诿、
搪塞，既未公开正式道歉，也未查处相关责任人。”

他说，中方依法依规处理外国记者事务。对
于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恶意抹黑攻击中国的媒体，
中国人民不欢迎。鉴此，中方决定从即日起，吊销
《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中方将继
续按照国际惯例，依法为各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
支持和便利。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记者
从19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各有关部门在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序
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岗就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二级巡
视员唐社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
企业复工复产已经取得积极进展。
从区域来看，广东、江苏、上海等一些
经济大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

工率超过50%；从企业看，大型企业
相对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快，上游
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相对下
游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度更快；
从行业看，涉及疫情防控相关物资的
企业复工复产成效比较明显，例如口
罩近几天的产能一直在100%以上，
2月17日的产能利用率达110%。

对于如何帮助小微企业复工复
产、渡过难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说，人社部会同
财政部出台新举措，加大对中小微企
业的支持力度，扩大中小微企业政策
受益面，降低政策门槛，放宽申领条
件，中小微企业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即
5.5%、30人以下企业裁员率不超过
20%，都可以申领稳岗返还，即企业
所缴上年度失业保险费的50%。

如何在不过多干扰生产秩序的

同时确保工作人员的健康，成为很多
人关心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职
业健康司司长吴宗之说，要严格做好
返岗员工的健康管理和监测。企业
要掌握员工流动和健康情况，对符合
地方政府防控要求的员工安排上
岗。要安排专人每天进行体温监测。

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人
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宋鑫说，人社
部正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完善就业支

持举措，通过组织网络招聘活动、增
加线上可以办理事项、开展一系列就
业创业政策推介活动等方式，千方百
计助力毕业生平安顺利就业。

国资委宣传局局长夏庆丰说，中
央企业的招聘工作在有序推进之中。
国资委和中央企业结合疫情防控工
作的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招聘方
式，多家中央企业打造线上招聘平台，
重点面向应届毕业生进行线上招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复工复产积极推进 稳就业打出组合拳

2月19日，云南籍务工人员乘坐复工包机抵达福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
当日，101名云南籍务工人员乘坐瑞丽航空公司DR5345航班由云南芒市飞抵福

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福建迎来的首班企业返岗务工
人员包机。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2月19日，在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药品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在进行生产
作业。

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制药企业陆续复工，加紧生产，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
供相关药品保障。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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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出台措施
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

据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记者
19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印发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
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推动把疫
情对商务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

通知提出，支持外贸、外资、商贸
流通和电子商务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将承担生活必需
品保供任务的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和电
子商务企业纳入防护物资优先保障范
围，优先配备口罩、消毒液、防护手套、
护目镜等必要防护物资。

通知明确，简化对外经贸管理程
序。引导企业无纸化申领进出口许
可证件。同时，支持外贸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指导跨境电商综试区提供
海外仓信息服务，帮助企业利用海外
仓扩大出口。支持市场采购贸易与
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探索试点市场闭
市期间成交新渠道。

通知明确，鼓励开展商务领域经
营互助，引导零售企业与餐饮、住宿等
生活服务企业通过共享员工等方式，
缓解零售企业用工短缺困难。

此外，通知提出，强化法律服务帮
助企业降低风险，加强出口信用保险
支持，积极应对境外贸易限制措施，创
新和优化招商引资方式等。

2月19日，湖北省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与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护人员在孝感市第一
人民医院进行远程会诊，在线讨论并优化新冠肺
炎患者的诊治方案。

据介绍，自重庆市对口支援队进驻湖北孝感
以来，已多次协调展开远程会诊，为孝感患者提供
治疗服务。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远程会诊助抗“疫”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
温竞华）国家卫健委19日发布《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
版）》，在第五版诊疗方案的基础上，
对传播途径、临床表现、治疗等多方
面内容进行了修改细化，诊断标准取
消了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其他省份
的区别，统一分为“疑似病例”和“确
诊病例”两类。

国家卫健委有关专家表示，诊疗
方案五次调整更新，边实践边总结边
完善，将很多行之有效的治疗经验纳

入指导工作当中，不断提高疾病的规
范化诊疗水平。

具体来看，第六版诊疗方案将
“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的
传播途径”改为“经呼吸道飞沫和密
切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接
触”前增加“密切”二字。增加“在相
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
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
的可能。”

临床表现上，重症患者严重者除
了“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
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外，还可
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

第六版诊疗方案对抗病毒治
疗、重型及危重型病例的治疗、中医
治疗等也做了进一步修改。删除

“目前没有确认有效的抗新型冠状病
毒治疗方法。”在试用药物中，增加

“磷酸氯喹（成人500mg，每日2次）
和阿比多尔（成人200mg，每日3次）”
两个药物。

此外，在重症、危重症病例的

治疗中，对康复者血浆治疗的适用
症和用法、用量进一步细化。

值得注意的是，诊疗方案还增
加了“出院后注意事项”，患者出院
后，因恢复期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有
感染其他病原体风险，应继续进行
14 天自我健康状况监测，佩戴口
罩，有条件的居住在通风良好的单
人房间，减少与家人的近距离密切
接触，分餐饮食，做好手卫生，避免
外出活动。建议在出院后第2周、
第4周到医院随访、复诊。

第六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发布
诊断标准取消湖北省和其他省份区别

新华社武汉2月19日电（记者
赵文君 胡浩）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中央赴湖北指导组连日来指导地方
千方百计救治患者，提高收治率和治
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为加强危重症患者和轻症患者
的救治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
走访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听取医院

专家团队的意见建议，要求有关部门
加大保障力度。

孙春兰说，当前医疗救治过程中
已探索出一些有效经验，要及时总
结，形成适合医疗机构推广的规范流
程，对重症患者要集中多学科医疗团
队，全力以赴、努力降低危重症病人
的病亡率。

目前，全国已有来自地方和部队的
3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武汉，包括

呼吸、感染、心脏和肾脏等多个学科专
业。武汉的重症专业医务人员达1.1万
名，接近全国重症医务人员资源10%。

孙春兰指出，湖北武汉疫情防控
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但形势仍然严
峻。救治工作一定要关口前移，避免
轻症发展成重症。方舱医院、隔离观
察点的医疗救治工作也要进一步强化
细化，中西医结合打好救治组合拳。

中央指导组指导督促湖北省、武

汉市进一步加强发热病人核查筛查，
从源头上切断传染源，阻断传播途
径。目前，湖北省和武汉市正在进一
步强化对发热病人的排查核查，围绕
筛查、转运、收治、治疗四个环节无缝
对接，优化畅通收治转诊通道，确保患
者及时转运到相应医疗机构，实现应
治尽治。武汉市定点医院已增加到
45家、共有床位19161张；全面启用
12家方舱医院，计划床位超过2万张。

中央赴湖北指导组：

坚持重症轻症并重 千方百计救治患者

世卫组织认同中国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战术

据新华社日内瓦2月18日电（记者凌馨 刘
曲）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
瑞安18日表示，中国目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采
取的“战略和战术手段”都是正确的，期待所有国
家都能采取基于事实的公共卫生措施。

中国武汉市17日开始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
式大排查，提出要摸清底数，不落一人一户，坚决
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在当天世卫组织有关新冠肺
炎疫情的例行记者会上，瑞安称武汉采取的防控
措施是很好的公共卫生（管理）办法。他说，中国
政府在几周中努力遏制疫情蔓延，目前已看到新
增病例数等出现回落。如今，他们又采取上门排
查的主动监测手段。

瑞安表示，世卫组织正希望看到这样“渐进式
的”公共卫生管理政策。作为疫情暴发的中心，武
汉的首要目标是遏制病毒扩散，这为现在实施更
多积极的监测措施争取到更多空间。

对于北京近日采取返京人员居家或集中观察
14天的防控措施，瑞安强调，“中国正在成功地扑
灭一场大火，同时不希望火苗又在别的地方燃
起”，因此正在采取指导性措施保证对返城人员的
观察和监测。

瑞安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应对疫情的战略
和战术手段都是正确的，世卫组织也看到越来越
多国家采纳“指导得当、计划周密”的措施来检测
病毒，并且控制、阻止和减缓病毒传播。他希望所
有国家在未来几天乃至几周里，都能采取这种基
于事实的公共卫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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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晚，海口市龙昆沟北雨
水排涝泵站工程项目工地内一片繁
忙。受疫情影响，该项目春节前后建
设进度滞后于原计划，在用工、建材等
方面遇到困难。经政府部门协调帮助
和企业多方筹措，目前这些困难已逐
渐克服。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
工复产，稳步推进项目建设，争取让项
目按原计划5月1日竣工，投入使用。

长期以来，由于强降水、潮位顶托
和海水倒灌等综合原因，城区积水无
法自然排入大海，造成海口市龙昆沟
流域片区内涝，龙华路、金龙路、义龙
路、大同路等路段逢降雨天气容易被
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去年海口市
启动龙昆沟北雨水排涝泵站项目建
设，项目位于龙昆沟末端滨海立交西
南侧龙珠湾绿地内。该项目原计划在

今年海口的雨季到来前完工，但受疫
情影响，春节前后项目建设进度滞后
于原计划。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经理何剑表示，受疫情
影响，施工作业人员较为紧缺。对此，
项目业主单位海口市市政管理局主动
协调解决用工问题，积极对接并招聘
岛内工人，帮助岛外非湖北籍劳务人
员返岗复工，有效解决了该公司工人
紧缺的难题。

除施工人员外，项目建设所需的
建材供应也因疫情受到影响。“我们原
先已在广东订购了工程建设所需的预
制管桩，现在运不过来了。”何剑说。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局长陈积卫
表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该局协调
海南本土企业生产泵站建设所需的
预制管桩，目前预制管桩已在生产

中。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的分管副局
长每天都会到工地上，主动与施工方
对接，了解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
难并帮忙解决，并对疫情防控进行检
查指导。

目前，该项目工地已落实多项防
疫措施。何剑介绍，为做到防疫和复
工两不误，按照项目业主单位的要
求，公司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印制了疫情防控方案，建立了测温、
隔离、消杀、进出排查等管理制度，工
人进工地施工一律佩戴口罩、一律监
测体温、一律分散就餐。每天，项目
部、现场办公区、施工区、生活区都有
专人进行4次消毒，所有人员每天都
要测量3次体温。此外，会认真了解
核实外省返琼人员的生活轨迹、接触
史，并设置了11间隔离宿舍，在需要
的时候使用。

此外，在防疫物资方面，海口市市
政管理局协调帮助施工企业先后筹集
口罩近2万只，项目工地已备齐了消
毒、体温测量仪等用品。据了解，目前
施工企业已准备一次性口罩5000只、
消毒液15件、洗手液50瓶、额温枪3
支，还有1.5万余只口罩正在运往海
口途中。

目前，龙昆沟北雨水排涝泵站项
目的闸室、引水箱涵、进水前池、泵房、
出水前池等5个部分施工一同推进，

“多点开花”加快建设。“接下来，我们
将把施工进度计划分解到天，建立动
态纠偏制度，及时增加资源投入，‘三
班倒’24小时作业，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积极克服各种困难，
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按原计划完
工并投入使用。”陈积卫表示。

（策划/撰稿 田现）

政企合力解决复工过程中遇到的缺工人、缺建材等难题

海口龙昆沟北雨水排涝泵站项目建设“加速跑”

海口市龙昆沟北雨水排涝泵站项目工地入口处，项目部工作人员在测量施工人员体温。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