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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 5日电 3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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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要求，慎终如始、精准有效加
强疫情防控，进一步落实和细化关心
关爱医务人员特别是一线医务人员

的措施，保障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有序复工复产，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

会议听取了疫情防控工作及境
外疫情形势汇报，强调要按照分区
分级原则优化防控策略，继续把武
汉和湖北作为重中之重，尽最大努
力救治重症患者，进一步降低病亡
率、提高治愈率。对病例发现一起
立即处置一起，及时公开，真实发布
信息，决不允许瞒报、漏报。北京等
重点防控地区要严格社区、通道、口
岸管控，做好应急处置的场地、物
资、人员等各项准备，防控聚集性、

输入性感染。继续加强与世卫组织
及相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加强在检
测、诊疗技术、药品疫苗研发等领域
的合作。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好关心
关爱医务人员各项措施，临时工作补
助、一次性慰问补助、卫生防疫津贴
等要及时发放，向与患者直接接触的
接诊、筛查、检测、转运、治疗等一线
医务人员特别是救治重症患者的医
务人员倾斜，不得按行政级别确定发
放标准。医务人员轮休不影响工资、
奖金、休假等正常待遇。做好医务人
员饮食营养等保障。纠正不必要的

填表报数，减轻医务人员负担。湖北
和武汉要统筹安排疫情防控和正常
医疗工作，在集中力量救治新冠肺炎
患者的同时，做好急诊救治、住院分
娩、肿瘤治疗、血液透析等紧急、持续
性医疗服务保障。

会议要求，各地要强化属地责
任，保障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及时足额发放低保金、特
困供养金、孤儿基本生活费及残疾
人补贴等。对确诊的低保对象、低
收入家庭成员和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以及因家庭成员被隔离收治导
致暂时生活困难的家庭、受疫情影

响返贫致贫人员，要给予临时救
助。对其中有人员病亡的家庭，要
加大救助力度。对疫情防控期间因
交通管控等原因滞留、遭遇临时困
难的外来人员，要及时提供食宿等
帮扶。对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
工、经营导致临时生活困难的城乡
居民，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低保。
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幼病残等人
员，其监护或照料人被隔离收治的，
要及时安排提供照料。确保困难群
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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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增强防控工作针对性有效性

把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措施落到实处
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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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王卓伦）针对有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对日本的国事访问今年春天可能难以成行，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日说，中日双方将就访问时机保持密切沟通。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中日两国都在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日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确保习近平主席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在最适宜的时机、环境和氛围下实现并取得圆满成功。经协商，

中日双方将就访问时机保持密切沟通。

外交部：中日双方将就习近平访日时机保持密切沟通

疫情带火“宅经济”，疫后可有新潜力？
买菜靠配送、看病靠在线问诊、上课靠网络直播、健身也远程

……疫情影响下，大家自觉“宅在家”，带火了一批“宅经济”业
态。“宅经济”是疫情影响下的昙花一现，还是有更大增长空间？

虽然宅在家，生活依然要继续，
由此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近期，
不少互联网应用平台业务规模大
增，下载量、用户使用时长和用户活
跃度等数据都明显提升。

——生鲜配送。蔬菜食品是
刚需，巨大的需求推动下，线上生
鲜平台迎来暴涨。数据显示，大多
数生鲜平台的订单都爆发性增
长。京东到家的粮油副食商品、肉
品销售额同比去年春节增长7倍，
每日优鲜交易额同比去年春节增
长约4倍，苏宁到家业务规模同比
增长4倍……

——在线医疗。2月以来，卫健
委多次发文指出，充分发挥互联网
医院、互联网诊疗的独特优势，鼓励
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和慢性病的复
诊和药品配送服务。易观数据显
示，疫情以来，30余家互联网医疗平
台或企业针对疫情开展线上义诊及
健康防护科普，跨地域调动医生超
10万名。

——在线教育。学校延迟开
学，学生全民开启在线学习模式。
多家在线教育培训机构及线下培
训机构纷纷推出在线免费课程，有
数据显示，近期教育行业App日均

用户规模达到1.27 亿人。在家上
课直接拉动了相关电子产品销
售。据苏宁易购数据显示，近期学
习所需的电脑、平板、打印机等销
量快速增长，其中打印机增长同比
超200%。

——直播健身。疫情期间，健
身房闭店，不少健身机构将业务从
线下移到了线上，通过直播带领会
员在家健身。直播健身直接带动了
一些运动器材的热销。网红主播李
佳琦在直播卖瑜伽垫时，从说开始
到1.5万个瑜伽垫售罄，只用了30
几秒。

这些“宅经济”业态并非什么新
鲜事物，业内人士认为，疫情期间

“宅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类受益于
巨大的市场需求，比如生鲜电商、在
线医疗，还有一些属于相关行业的
自救叠加需求，比如在线教育、直播
健身等。

此前，围绕生鲜电商的话题多
是烧钱、亏损甚至倒闭，此次疫情让
生鲜电商脱颖而出，巨大的需求刺
激销售暴涨。一些平台数据显示，
不仅销售额大涨，客单价也有了显
著上涨。叮咚买菜数据显示，近期
每日新增用户4万多人，客单价增加
约70%。

火爆行情下，买菜成了“抢菜”，
多个平台需要预约配送名额，有的
甚至需要在零点预约。不少用户吐
槽，“买菜要拼手速，犹豫一下就约
不上了，即使约上了，也不一定能按
时收到。”

同样被需求刺激暴涨的还有在
线问诊。对疾病的担忧，去医院的
风险，疫情带来的多重焦虑让很多
人选择了新的途径——网上问诊。
易观数据显示，春节以来，互联网医
疗在线问诊领域独立App日活最
高峰接近700万人。

而在线教育、直播健身的火爆，
却并非完全是由需求刺激的。疫情

期间，线下培训班全部停课，借由延
迟开学，多家教育培训机构以“停课
不停学”的名义迅速推出了免费课
程。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其实这
也属于行业自救。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田国强认为，疫情打乱了众多以线
下经营为主的企业的阵脚，迎合

“宅”需求，线下企业主动加速了线
上化。

疫情还扩大了“宅经济”受众人
群。互联网评论家丁道师表示，原本

“90后”“00后”是在宅文化中成长起
来的，他们是“宅经济”主体，而这次疫
情让更多年龄层也成为用户。

疫情过后，这些行业的火爆还会
持续吗？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生活、
工作逐步恢复调整，一些“宅经济”业
态难免会有所降温。但此次疫情促
使数字技术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也
进一步培育了线上消费习惯，相关行
业需要进一步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将疫情期间的流量变现，才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

“疫情客观上倒逼了电子商务发
展，但疫情过去都会正常化，生鲜到
家等业态未来会继续做大，但一些业
态可能就没之前那么火爆了。比如
在线教育，作为一种辅助技术是很好
的补充，但替代不了面对面、因材施
教的线下教学。”商务部研究院研究
员梅新育说。

相比线下教育，在线教育虽然有

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但劣势也比较
明显，个性化、互动性差，对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要求高，绝大多数家长依
然会选择线下培训。“如果在线教育无
法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火爆很难持
续。”一些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健身行业来说，“云健身”是
特殊时期健身房维系用户的权宜之
计。疫情过后，多数的健身还是会回
归线下。除了原来的会员之外，收获
的流量有多少能变现？

“‘宅经济’本质上是互联网经济，
这种服务经济形态适应了新崛起的年
轻一代消费人群的消费习惯，即使疫
情结束之后，‘宅经济’会冷下来不少，
但整体仍会持续发展。”田国强说。

（据新华社上海3月5日电 记
者杨丽萍 王淑娟 宋佳）

火爆的“宅经济”

需求刺激、行业自救催生“宅经济”火爆

疫情过后“宅经济”前景如何？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
出，各地要对邮政和各种所有制快
递企业给予一视同仁的通行便利，
推动打破乡村、社区“最后一公里”
通行和投递障碍。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全国多地正在采取措
施，让快递员进入小区。

在上海浦东新区，快递员提供
个人信息、企业提供隔离证明和承
诺书后发放出入证；在浙江杭州，
快递员凭“城市生活绿色通道”标
识、杭州健康码绿码可进入小区；
在湖南长沙，快递员佩戴口罩、接
受体温检测并登记后，可进入小区
投递快件。

“长沙市已形成快递企业、市邮
管局、区督查组、街道、社区分级反
馈机制，经初步整改，长沙超95%未

发现疑似及确诊病例的小区，均允
许快递员有序进入。”长沙市邮政管
理局市场监管科科长金胜辉介绍。

安徽合肥市有关部门日前印发
通知，要求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封闭
管理的住宅小区，设有智能快递柜
的，街道（社区）、物业公司应当允许
快递员在出示“安康码”、测温合格
和佩戴口罩后，通过指定路径直接
投递到快递柜。

专家分析，新冠病毒通过邮件
快件传播的风险比较低，因此“一刀
切”式地禁止快递员进小区，不仅造
成了快递效率的低下、增加快递小
哥的工作强度，而且让收件人走出
家门扎堆取件、面对面取件，反倒增
加了接触频次，风险更高。

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中国

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此前联合印发紧
急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部门、邮
政管理部门根据分区分级疫情防控
总体部署，推动出台保障末端投递
相关政策，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正常
寄递服务需求。低风险地区要全面
恢复正常寄递投递秩序。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邮政管理系统要主动作为、积极协
调，按照国务院要求推动各地充分
认识到邮政快递业在这次疫情防
控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对邮政和各
种所有制快递企业给予一视同仁
的通行便利，打破乡村、社区“最后
一公里”投递障碍，更好服务社会
经济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记
者魏玉坤 赵文君）

我国多地探索快递员进小区

1

2
3

教育部公布

新一批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施雨岑）教育部
近日公布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
审批结果，新增备案专业1672个、审批专业181个，
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47个。本次
备案、审批和调整的专业点将列入相关高校2020
年本科招生计划，同时撤销专业点367个。

教育部表示，支持急需紧缺和新兴专业是本
次新设专业工作的原则之一。为落实国家战略
部署，支持具备条件高校设置网络空间安全、集
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智能制造工程等专业布点，新增虚
拟现实技术、工业智能、区块链工程等一批目录
外新专业；支持高校设置预防医学、中医康复学
专业布点，新增应急管理、养老服务管理、跨境电
子商务等目录外新专业；支持高校推进“四新”建
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新增智能
感知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智慧农业、农业智能
装备工程、运动能力开发等一批目录外新专业。

同时，严格控制“过热”专业，遏制高校外延
式扩张冲动。对于经济管理类等布点较多的专
业，根据各地实际需求及高校办学条件从严控
制。据介绍，此次有29所高校申请增设相关专
业，仅批准增设1个工商管理、3个会计学、4个旅
游管理专业布点，以大力引导高校（特别是新建
本科院校）面向社会需求，强化人才培养供给侧
改革。

外交部：

中方坚决反对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涉台法案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王卓伦）针对
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会近日审议通过“2019年台北
法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有关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规定，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据报道，该法案要求美政府根据其他国家调
整对台关系情况，相应增加或减少与该国经济、安
全、外交联系。下步该案将在两院统一文本后送
交美总统签署。

赵立坚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
趋，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0个
国家同中国建交，美国早在40多年前就在一个中
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交，现在却阻挠其他主权
国家同中国发展正常国家关系，这毫无道理，是逆
时代潮流而动。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采取切实举措阻止有关议案通过成法，慎重妥
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
和平稳定。”赵立坚说。

专家表示：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不存在“黑白名单”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胡璐）自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
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的决定印发实施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人
工繁育的动物哪些允许食用、哪些禁止食用。对
此，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时坤5日
说，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不存在网传的“黑白名单”。

据时坤介绍，对陆生动物而言，国务院畜牧兽
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定并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
目录中所列允许食用的动物种类，其人工养殖种
群是被允许食用的，但其野外种群和该目录以外
的其他所有陆生野生动物均属于禁止食用范围。
对水生动物而言，野生动物保护法已规定禁止食
用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其他水生动物不在决
定禁止食用范围。

时坤说，长期以来，滥食野生动物一直是诱发
乱捕滥猎、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的主要原因，不仅危
害野生动物种群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对公共卫生
安全构成很大隐患。但由于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
管理范围有限，不少对公共卫生安全具有很大风
险的陆生野生动物，如蝙蝠、鼠类、鸦类等，没有纳
入该法管理范围，制约了打击滥食野生动物行为
的效能。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专门出台的决定，不仅
弥补了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空白，同时对允许食
用的动物范围作出了十分清晰的原则规定。”时坤
解释说，一是决定明确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
物，属于家畜家禽，适用畜牧法的规定。这表明，人
工养殖的动物只要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就可以
按其规定的方向进行利用。列明为食用的，就允许
食用。二是决定明确除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
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外，其他水生动物没有列入禁
止食用范围，其管理适用渔业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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