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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记者吴佳
佳报道：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低风险
地区夏季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场所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
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
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胡强强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6月18日，2省市连续
5天以上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现有
重症病例数连续5天增加，尚在医学观
察的密切接触者仍然增长较快，病例救
治和流行病学调查仍面临较大挑战。要
毫不懈怠抓好各项工作，巩固疫情防控
成果，切实阻断疫情传播。

日前，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指导重点场所、重点单位、
重点人群做好防护，抓实抓细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
对《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相关防控技术指南》进行了
修订调整，形成了《低风险地区夏季重
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 （修订
版）》。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监察专
员王斌介绍，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
都是疫情低风险地区，进入夏季以后，

全国各地复工复产复业都需要更精准的
防护指南，因此我们对原来的一些防护
指南进行了修订。

对于部分地方针对来自北京人员出
台限制性措施的现象，王斌回应，5月30
日至6月16日期间，来自北京中高风险
街乡、新发地市场相关人员，各地要加强
追踪管理，做好核酸检测应检尽检。对
于检测结果阳性的病例要集中隔离，对
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如
果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也要实施14天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于其他核酸检测
阴性人员，单位和社区要加强健康管理，
督促他们做好14天健康监测和个人防
护，出现症状及时就医。6月 16日以
后，持有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能
够出示包括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健康码
的离京人员，到达目的地后，在做好体温
监测、个人防护的情况下，可以自由有序
流动，各地不应再针对这些人员设置限
制性措施。此外，针对因特殊情况离开
北京前没有来得及进行核酸检测的人
员，到达目的地之后应进行核酸检测。
如果检测阴性，进行正常的体温测量，做
好个人防护，可以进行自由流动。

公众十分关注市场上蔬菜和生鲜的
安全性问题。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研究员冯录召回应，新冠病毒传播感
染的主要途径还是近距离呼吸道飞沫传
播和接触传播，目前还没有发现通过食
用食物包括海鲜产品经过消化道感染的

证据。“不过，为了降低可能的风险，建议
在购买食物时，尽量不要去接触生鱼、生
肉，在日常处理、烹饪、食用食品过程中
应该注意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包括食
物处理前后要彻底洗手、生熟案板分开
等。”冯录召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解读修订版疫情防控防护指南——

持有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离京人员可自由有序流动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记者杨学
聪 李佳霖报道：19日，北京市商务局发
布了最新商业服务业疫情防控指引，涉及
餐饮、商超等13个行业。该指引在落实防
聚集、测体温、戴口罩、一米线、勤通风等
防控措施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具体防控
标准和要求，为商业服务业企业开展疫情
防控和相关部门执法检查提供依据。

其中，餐饮行业指引中，明确了餐饮
企业暂停举办婚宴、酒席等群体性聚餐
活动，控制餐厅就餐人数，拉开桌位间
距，确保间隔在1米以上，不得安排非同
行顾客同桌就餐。

商场超市指引中，明确商场超市要

落实测体温、分客流、防聚集等防控措
施，工作人员在为顾客提供服务时应佩
戴口罩。

快递外卖行业指引中，要求快递员
和网约配送员在等候取货取餐时，要避
免人员聚集，保持1米以上距离，在外出
提供服务时应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
罩，进社区配送时，应按要求出示北京健
康宝，可采取将物品放至快递柜、社区存
放点等方式，实行无接触配送。

下一步，将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餐
馆等重点场所的行业指引，督促企业落
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确保防疫措施落
实到位。

北京发布商业服务业疫情防控指引
餐饮企业停办群体性聚餐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记
者佘颖报道：19日，教育部介绍
了2020年高考防疫及组织实施
等工作安排，其中明确提出中高
风险地区的考生，要全程佩戴口
罩。同时，对参与组考、监考环节
的工作人员和考生，要求提前14
天进行日常体温测量和身体健康
状况监测，做到每天体温测量并
记录。

据介绍，今年高考报名人数
1071 万人，比去年增加 40 万
人。全国将设考点7000余个、考
场40万个，安排监考及考务人员
94.5万人。

原则上每10个普通考场设
1个备用隔离考场，每考点不得
少于3个。当考试当天有发热、咳
嗽等呼吸道症状的考生，启用备
用隔离考场。原则上须一人一间，
备用隔离考场不够用时，可采取
最前排、最后排或四角排位的方
式多人共用一间（最多不超过4
人）。发生过疫情的学校，不能作
为考点。

低风险地区的考生在进入考
场前要佩戴口罩，进入考场就座
后，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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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记者杨学
聪报道：6月11日新发地批发市场发
生疫情以来，一些“谣言病毒”蔓延传
播，北京警方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北京警方已查处相关案件
60起，其中刑事拘留1人，行政拘留9
人，对其他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在
19日举行的疫情防控发布会上介绍，
新发地批发市场发生疫情以来，北京密
集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发布权威消息，
回应群众关切。但仍出现了与疫情相关
的不实信息，甚至是刻意编造传播的谣
言，严重干扰了疫情防控工作大局。希

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
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主动支持和配合
防控工作，为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大局贡
献力量。

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潘绪宏
表示，北京警方始终保持零容忍，依法
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疫情虚假信息的
违法犯罪行为。

潘绪宏提醒，自觉抵制谣言，任何
时候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是每名公
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服务全市抗

“疫”大局，欢迎群众举报涉疫谣言信
息，北京警方也将始终保持“零容忍”，
继续严厉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北京严厉打击涉疫情“谣言病毒”
查处案件60起刑拘1人行拘9人

近日，上海银行业助力“六稳”“六
保”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新闻通气会
发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31日，在沪银
行业金融机构已累计投放疫情防控贷
款1678亿元，累计支持企业户数1.26
万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减免本
金及利息3854万元，对受疫情影响严
重的个人延迟还款或减免金额641.36
亿元。

上海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李虎介
绍，上海银保监局积极落实纾困中小微
企业多项政策。为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
力，在沪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展期、续贷
等多种方式，累计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续
贷金额2118亿元，累计续贷户数2.1万
户。此外，辖内财险公司对受疫情影响的
企业类客户累计赔付1367家，赔付金额
1.26亿元，其中37家财险公司对产品责
任进行了扩展，涉及约3026万件保单；

18家人身险公司对新冠肺炎客户进行
了理赔，赔付248人次，赔付金额累计
2186万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海银保监局
建立了两套体系，有效掌握了解金融防
疫抗疫相关情况。一方面，从银行保险
业务出发，监测银行信贷投放、续贷展
期、利息减免、信用修复以及保险服务等
情况；另一方面，在全国首创建立覆盖
365万户银行对公企业账户数据的监测
体系，利用企业资金流水、账户变动率、
信贷流入等指标，及时跟踪掌握上海经
济社会活动恢复情况，为上级部门精准
施策提供重要依据。

“今年2月起，对十类行业客群提供
差异化信贷服务，并落地上海地区首单
央企、地方国资及民营企业等疫情防控
债，金额总计29亿元。”浦发银行上海分
行副行长陆炜说，“通过无还本续贷等服

务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还款压力，目前已
累计完成60户小微企业、104笔无还本
续贷业务，合计金额超过2.4亿元。”

为帮助外贸企业克服危机，上海银
保监局指导相关银行保险机构，会同上
海市商务委联合推出加大保单融资服务
举措，重点支持出口量3000万美元以下
的上海中小外贸企业复工复产。同时，
推进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开通中小
外贸企业服务专窗建设，通过国际贸易
全链条信息数据归集，便利银行保险机
构开展贸易背景审核，并加强信用保险
线上系统服务，支持年出口额500万美
元以下小微企业通过“单一窗口”办理投
保、续转、理赔和融资服务。

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上海市
银行同业公会在上海银保监局指导下，
充分发挥了行业协会平台桥梁作用，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一方面，积极促进疫情防控工作，另一
方面，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有序落实。公
会会长、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徐斌
说，为确保长三角区域内受疫情影响的
大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小企业
资金链不断，交通银行通过区域分行同
城化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全国做一家”
模式优势，让项目所在区域的交行分支
机构协同服务一家客户及其产业链，为
长三角区域企业的复工复产做好服务
支撑。

“今年1至5月，建行上海市分行向
包括人民银行重点名单企业在内的防
疫相关企业发放贷款106亿元。”建设
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齐红说，“通过
实施配置普惠金融贷款专项计划，下调
贷款利率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对疫情
防控行业新发放贷款利率进一步给予
优惠。”

上海银行业：金融活水“托起”新业态
本报记者 沈则瑾

6月19日，北京大兴区万源吉庆农副产品市场，工作人员在对市场环境进行全面消杀。面对疫情防控新形
势，北京市各区积极部署，围绕农产品市场和餐饮单位等重点环节，组织开展全面排查、环境消杀、核酸检测等防
疫抗疫工作。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本报东京6月19日电 记者苏
海河报道：日本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基本对策方针咨询委员、感染症对
策专家会议成员、东邦大学教授馆田
一博先生在日本外国记者中心19日
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中日两国应
对疫情的医疗合作给予高度评价。

馆田教授表示，在今年1月份疫
情初期日本尚无感染病例时，中国及
时发布大量疫情信息，包括学术论
文、感染者胸部图像及新冠病毒遗传
基因信息，日本据此开发出病毒检测
试剂。同时日本参考中国患者病历、

治疗过程，在此基础上筹备了日本的
应对方略。在具体合作方面，中方在
网站上较早公布了日文版的治疗方
案，日本感染症学会以此为参考制定
了本国的治疗指针。在日本防护物
资缺乏时，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紧急援
助医用口罩等防疫物资，对日本医务
工作者提供了极大帮助。

馆田教授还对亚洲国家和地区
在抗疫过程中早发现、早隔离、早对
症治疗的经验作了总结，指出这些措
施是避免感染者重症化和减少死亡
率、避免医疗系统崩溃的成功举措。

日本医学专家积极评价中日抗疫合作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记者常
理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16日至
18日，国家防总秘书长、应急管理部
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率国
家防总检查组检查淮河流域防汛抗
旱工作。

检查组指出，淮河流域地处我国
南北过渡带，历来是洪水多发地区。
目前，安徽、江苏两省防洪排涝体系
仍不完善，蓄滞洪区运用频率高，超
标准洪水措施落实难度大，防汛抗旱
指挥体制机制仍在调整磨合，应急抢
险救援能力有待提高。

检查组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充分认识防汛抗旱工作面临的严峻
形势，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当前正值淮河流域较强降雨过程，后
期还可能有较重汛情，要充分做好防
御大洪水的准备，层层压实以行政首
长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抗旱责
任制，强化县、乡基层防汛责任和应
急能力，狠抓隐患排查和整改落实，
切实做好蓄滞洪区分洪运用各项准
备，有效防范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
等灾害，强化群众转移避险，落实重
点工程巡查防守责任措施，一旦发生
重大险情，要迅速响应，协调各方力
量及时抢险救援救灾。淮河防总要
统筹协调、精心组织，各地各部门要
顾全大局、团结抗洪、协作配合，共同
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国家防总：

淮河流域要做好防洪准备

本报北京6月19日讯 记者郭静
原报道：6月以来，我国南方地区降雨更
集中、频繁，连续出现3次强降雨过程，
秦岭至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大部地区累
计降雨量普遍有150毫米至350毫米，
重庆北部、湖北西南部、安徽江淮之间、
江苏北部和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
部和沿海、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400毫米至550毫米，广西北部和广东
中部局地达600毫米至1174毫米。

气象部门预计，6月20日至23
日，强降雨将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至
贵州、湖南一带，上述地区普遍有大到
暴雨，其中，重庆北部、贵州东部、广西

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
大暴雨，累计降雨量有100毫米至200
毫米，局地可达250毫米至450毫米；
上述部分地区并将伴有短时强降雨和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日至25日，
雨带将有所南压，主要位于江南北部和
中西部到华南中西部一带，上述地区
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受降雨影响，20日至23日安徽
大别山区和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
部、江西西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
害和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湖南西
部、安徽南部和太湖流域发生中小河
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长江中下游将持续强降雨

6月19日，国家重点产业化龙头企业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员工正在进行新产品提取实验。疫情发生以来，河北省开展精准帮扶稳住
市场主体。目前，晨光生物科技在国内外新建的28个项目已经全部开复工，
在新疆、云南等地建设的26万亩原料种植基地已实现正常生产。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李卫国摄影报道

本报北京6月 19日讯 记者吴
佳佳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为进一步提
升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有序引导降低
偏高的检测费用，支持实现“应检尽
检、愿检尽检”，国家医保局就做好新
冠病毒检测的挂网采购、价格管理和
医保支付工作下发通知。通知中明
确，要在综合考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工作需要、本地区医保基金支付
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按程序将针对
新冠病毒开展的核酸、抗体检测项目
和相关耗材纳入省级医保诊疗项目目

录，并同步确定支付条件。
通知要求，原则上不区分病原体

或操作步骤新设核酸、抗体检测价格
项目。对确需单设临时项目满足公立
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检测收费需求的，
鼓励各地按“技耗分离”的方式立
项。核酸、抗体检测的样本采集、处
理、标记、回收、出具诊断结果，以
及鼻咽拭子等消耗品应合并作为医疗
服务价格项目定价；体外诊断试剂盒
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外，按“零差
率”收费。

核酸检测等项目按程序纳入医保

本报贵阳6月19日电 记者王
新伟、通讯员姬晨熠报道：19日，贵
州省服务业创新发展十大工程行动
方案新闻发布会在贵阳召开。据介
绍，预计到2022年，贵州省服务业增
加值将突破1万亿元，服务业创新发
展十大工程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
比例将超过78％。

根据《贵州省服务业创新发展十
大工程行动方案》，到2022年，贵州
旅游业增加值将达到2100亿元左
右，大数据服务业增加值达到500
亿元，大健康产业增加值达到2000
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300亿元
以上，现代商贸业增加值达到2050

亿元。
根据方案，贵州提出大数据、现

代物流、现代金融、现代商贸、文化旅
游等十大工程重点任务，加快传统服
务行业改造升级，推动生产性服务业
向专业化价值链延伸，构建现代服务
业体系。

为实现预期目标，贵州将优化政
务环境，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健
全服务业重大风险防控机制，统筹推
进对服务业创新发展的金融支持。
同时，贵州将通过引导培育龙头企
业，打造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加
快形成各类服务业主体共同发展的
局面。

贵州发布服务业创新发展十大工程

河北精准帮扶稳住市场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