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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资金“拧成一股绳”

河南郸城高效率利用扶贫资金

广东东莞下好稳就业“先手棋”

石家庄、邢台完成首轮全员检测
要求群众继续居家防控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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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杨）留厂过节奖励 900

元，春节坚守岗位每天发放 100 元津贴，同

时享受国家法定假期工资待遇……为保障节

后用工并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广东东莞

市胜美达 （太平） 电机有限公司未雨绸缪，

早早就开出了诱人的条件，希望员工尽量选

择留厂过节。

在用工总量超过 500 万人的制造业名城

东莞，很多企业主都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给用工带来的冲击心有余悸，因而早早“出

手”稳岗。

同样，东莞市政府也打了一场稳就业、

稳用工的“硬仗”。“受疫情影响，加上国内

外环境复杂多变，2020 年稳就业压力特别

大。”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司

琪表示，近一年来，东莞下好稳就业“先手

棋”，推动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落地，保障

了就业用工稳定。

如何下好稳就业“先手棋”？“首先是活

源头，稳住就业岗位。”司琪介绍，东莞成

立了人力资源调度组，投入 2.88亿元，实施

2.0版“促进就业九条”，落实稳岗返还、招

工补贴等一揽子政策，帮助企业稳定生产经

营、促进岗位开发。

其次是拓渠道，搭建对接平台。近一年

来，东莞市人社部门共组织了48场“春风行

动”及复工复产线上招聘会，举办了 504 场

“就业服务日”现场招聘活动，累计服务超

过10万人次，为稳就业、保就业释放了积极

信号。

再次是兜底线，化解失业风险。东莞建

立岗位储备和就业分流机制，有效岗位保持

在 2 万个左右，帮助失业人员迅速匹配岗位

实现再就业。同时，出台实施失业补助金政

策，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目前已发放

1.3亿元、惠及12.3万人。

与此同时，东莞着力优化服务，保障重

点群体就业。2020年，东莞启动高校毕业生

“莞邑启航、逐梦湾区”就业创业计划，从

“引才、留才、育才”全方位开展就业服

务 ， 应 届 高 校 毕 业 生 初 次 就 业 率 达 到

99.27%，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实现 100%就

业；开展“一对一”就业困难人员援助，运

用村民车间、社区公益性岗位兜底帮扶，确

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我们搭建了多种平台，让公共就业服

务随手可及。”东莞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

任刘越峰介绍，东莞搭建了市镇村三级 620

多个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常态

化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搭建供求对接平台，

做到时时有服务、月月有活动。此外，通过

搭建校企合作云平台，推动全国 408 家院校

与东莞市1300多家企业云上洽谈。

得益于一系列积极有效的举措，2020年

东莞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8.86万人；城镇登记

失业率 2.64%，控制在 3%的目标值以内，就

业基本盘更加扎实。

“2021 年，我们将实施更充分更高质量

的就业行动计划。”司琪表示，之前东莞更

加注重夯实就业基础，稳定各类群体就业，

接下来将结合就业需求变化，全方位提升就

业服务。比如，加强就业监测与经济联动，

优化调整政策体系；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差异化、精

细化服务路线，打造服务品牌；加大对新就

业形态的支持，研究覆盖灵活就业群体的政

策服务。

本报北京 1月 9日讯（记者吴
佳佳）记者今日从北京市医管中心

获悉，9 日，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

的部署，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北京

市医院管理中心选派北京天坛医院

援冀核酸检测医疗队驰援邢台南

宫，携带 5 套检测设备和仪器，5

万份核酸检测试剂，以及可供 30

天使用的防护物资等，支援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工作。

北京市医管中心主任潘苏彦介

绍，该医疗队是北京市支援河北医

疗队第一支出发的队伍，20 名队

员分别来自医院检验科、病理科、

神外病理、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等 4个部门，其中 13

名检验人员经历了前两轮疫情考

验，经验丰富。

“8 日凌晨接到通知后，我们第

一时间集结队伍、准备物资，随时待

命准备出发。”北京天坛医院医务处

副处长王晓岩说，按照北京市抗击

疫情统一部署，医院已经培训了

100 余名拥有 PCR 证书的检验人

员，此次支援河北的医疗队正是从

这100余名检验人员中抽调的。

北京天坛医院检验科主任张国

军介绍，医疗队会尽快与当地医院

完成对接，并组建实验室，以在最

短时间内开展检测工作。“我们的

队伍虽然平均年龄只有 35 岁，但

个个身经百战，请大家放心！”张

国军表示。

记 者 了 解 到 ， 2020 年 以 来 ，

北京市不断提升核酸检测能力，目

前 22 家北京市属医院已经全部具

备核酸检测能力，部分医院承担市

级检测基地和国家公共实验室的重

要任务。本次驰援工作是京津冀联

防联控多项举措之一，北京市属医

院 各 分 队 已 准 备 待 命 ， 可 随 时

出征。

本报石家庄1月 9日讯（记者陈发明、韩秉志）记者从

河北省有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石家庄、邢台两市常

住人口已全部完成首轮全员核酸检测的采样工作。从 1 月

2日至 1月 9日 10时，河北全省本土确诊病例 139例，尚在医

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197例。

截至 1 月 9 日 12 时，居住石家庄市的 10251875 人全部

完成核酸检测工作，累计检出阳性 354人。邢台市除南宫市

外，全市共采样 6381497人份，目前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在

此之前，南宫市已先期完成了全员核酸检测，共采样 362958

人份，检测率100%，检出阳性样本15例。

据了解，在首轮全员核酸检测完成后，石家庄、邢台两

市要求广大群众继续居家7天，防止疫情扩散，人员不流动、

不聚集、不出社区和村庄。

“本次疫情还没有出现明显拐点，溯源工作正在进行，

疫情蔓延之势还没有得到控制，扩散风险依然存在。”石家

庄市代市长马宇骏说，居家防控仍是阻断病毒传播最有效、

最直接的手段。

根据专家建议，石家庄结合疫情防控形势，本着保护全

体市民的健康安全，提出了继续居家防控 7 天的措施。此

外，按照国家新冠肺炎临床诊断治疗指南规定，一次核酸检

测结果呈阴性还不能完全说明没有感染，需要两次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才行，要求市民继续居家也是为开展二次

核酸检测做准备。

马宇骏表示，下一步，将尽快启动并完成第二轮全员核

酸检测，确保彻底阻断疫情传播。为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生

活，石家庄市已经制定了方案，优先保障群众吃的、喝的、用

的、看病用药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做好水电暖气讯等基本保

障，确保居家防控期间不会欠费停供。

本报讯（记者王伟）寒冬时节，河南省郸城县白马镇王河口

村村民王世宏驾驶农用“小四轮”行驶在新修的田间水泥路上，

准备给自家的 7 亩半小麦浇过冬水。望着无边的麦田，王世宏

喜悦之情不胜言表：“浇好小麦过冬水，立春漫过老鸹腿。来年

小麦定能大丰收。”王世宏家位于“一脚踏两省，鸡鸣听三县”的

豫皖交界处，村子里 1100 亩耕地在界河南岸的安徽太和县境

内。“界河上的桥坍塌多年，农机无法过河，肥料种子都靠人背肩

扛，农产品卖不上价。”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郸城县投入 370万元，修起了扶贫桥和

扶贫路。“桥通了路通了，去年秋季俺家 7 亩半高淀粉红薯大丰

收，我用四轮车把红薯运到郸城工业园区的天豫薯业公司，每斤

多卖4分钱，这一季就多收入3200多元钱。”王世宏告诉记者。

说起王世宏的脱贫故事，郸城县财政局局长张振新介绍说：

“王河口村原来只有水利局农田打井配套的资金，没有修桥修路

的计划，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主要得益于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集

中使用。”

作为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重点县，郸城县积极探

索“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涉农资金整合机制，统筹投

入脱贫攻坚。张振新介绍，自 2016 年以来，郸城县共整合涉农

资金 25 亿元，投向最急需的地方，为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备足

了“粮草”。

郸城县财政局项目办主任杨菲介绍，自 2016 年以来，该县

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用于农村危房改造资金 10042.82 万元，让

6272户贫困户“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投资 9.58亿元，修建扶贫

道路 1599公里，行政村通班车率达 100％；投资 8997万元，新建

乡村扶贫车间132个，带动企业个人自建车间114个，落地制衣、

制鞋、制伞、电玩、编织等项目 246个，形成了“县有总厂、乡有车

间、村有站点”的模式。如今全县 488 个行政村旧貌换新颜，农

村危房实现阶段性清零，农村垃圾实现全面治理，贫困村硬化道

路实现“五通”，安全饮水到人全覆盖，文化广场到村全覆盖，一

个个贫困村变身脱贫致富模范村。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有效解决了以往多头管理、交叉重复、

使用分散等问题，使涉农资金‘拧成一股绳’集中使用，实现了效

益最大化。”郸城县县长李全林说。

上图 1月 9日，石家庄

市桥西蔬菜中心批发市场，

经销商在搬运蔬菜。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右图 1 月 7 日 ，中 国

石 化 天 然 气 分 公 司 天 津

LNG 接收站员工冒着严寒

为车辆加注液态天然气。

面对恶劣天气接船不

利、物流运力紧张等情况，中

国石化协调物流力量，向全

体承运商发出“万众一心勇

担责任、守望相助战疫保供”

倡议，紧急增供 LNG 资源，

共同担负保民生、助抗疫的

重任。

胡庆明摄（中经视觉）

本报讯（记者王新伟）“十三五”以来，贵州省铜仁市共建

设 144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29.36 万名山区群众搬出大山，

其中跨区县搬迁达到了 12.55 万人，占贵州省跨区县搬迁人口

规模的 54.3%。

为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新环境、成为新市民，铜仁市坚持党

建引领，创建居安、业安、身安、心安“四安家园”。铜仁创新领导

机制提升引领力，构建“党委领导+工青妇主体+其他组织力量、

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参与”的组织构架，整合优势资源下沉。按

跨区县、县城、集镇、村寨四个类型，铜仁建立健全易地扶贫搬迁

基层党建体系，构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党总支）+片区（网

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组织链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铜仁还在市县层面选派 41名干部担任易地扶贫安置社区

党组织书记，配备专职党务干部 116 人，选派常驻工作人员 590

人。统筹资金资源，按每年不低于 5 万元标准保障社区运转经

费，每年不低于10万元标准保障社区服务群众专项经费。

铜仁组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地集体经济组织 82个，盘活搬

迁小区门面、商铺等资源，引入或兴办便民超市、菜场、劳务公司

等，实现集体经济积累11631.9万元，推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以党建引领抓就业，创新“业安”新模式。铜仁坚持培训对

象与培训意愿相结合、坚持培训工种与促进转移相结合、坚持就

业培训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提升就业能力。争取贷款

和创业基金 2932万元，建成小微企业、扶贫微工厂（微车间）、家

政公司 268 个，带动就业 2000 余人。整合资金 16.05 亿元、落实

重点项目 291 个，配强安置社区及周边产业。在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设立 124个就业服务中心，实现搬迁劳动力家庭“一户一

人以上”稳定就业目标。目前，全市29.36万搬迁群众中，有劳动

力人口14.55万人，已就业13.42万人。

此外，铜仁还建设全市共新（改扩）建安置点配套学校 68

所，选配 452名优秀教师到安置点任教、在安置点设立优质学校

分校。为 144 个安置点配备专技人员 1896 人，实现医疗服务全

覆盖。建立巡回医疗制度，定期组织县级以上医院医务骨干到

安置点开展医疗服务。落实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先诊疗、后付

费”政策，安置点常住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达100%。

创建“居安、业安、身安、心安”家园

贵州铜仁妥善安置易地搬迁群众

1 月 6 日，江苏淮安市洪泽区藕农在采藕。近年来，当

地种植户通过藕虾共作等方式实现增收。

万 震摄（中经视觉）

本报北京1月9日讯（记者吴佳佳）记者从 9 日举行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已累计开展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900 多万剂次，在知情自愿的前提下，居

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所产生的疫苗费用和接种服务费用，

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个人不负担。

我国疫苗良好安全性得到证明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介绍，我国自 2020年 12月 15

日正式开展这一轮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以来，迄今

为止，全国重点人群接种量已近 750 万剂次，加上之前针对

高风险人群接种的 160余万剂次，我国已累计开展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 900多万剂次。900多万剂次的接种，进一步证明

了我国新冠病毒疫苗良好的安全性。随着新冠病毒疫苗附

条件上市和生产供应保障能力逐步提升，我国将全面有序

推进高感染风险人群、高危人群和普通人群的接种工作，并

实施全民免费接种，使符合条件的群众都能实现“应接尽

接”，从而构建起免疫屏障，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

曾益新介绍，在 2020 年 12 月 15 日启动的重点人群新

冠疫苗接种过程中，各地参照核酸检测“应检尽检”的模

式，由各级政府组织和安排费用保障，个人不承担疫苗的

成本和接种费用。对附条件上市后的大规模接种，国家医

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滔表示，疫苗免费接种是在居民知情自

愿的前提下，企业按议定价格提供的疫苗费用，加上接种

服务等全部的费用，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居民

个人不负担。具体而言，该笔资金将主要通过动用医保基

金滚存结余和财政资金共同承担，不影响当期医保基金的

收支，也不会影响大家看病就医的待遇。目前，国家医保

局正在配合相关部门研究拟定疫苗附条件上市后疫苗接

种费用保障的细化操作方案。

病毒变异目前不影响疫苗保护力

国内最新研究证实，目前在英国出现的变异毒株不影

响我国疫苗保护力。曾益新介绍，针对这一变异毒株，中

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和中山大学病毒研究

所都进行了专门研究。研究

发现，新冠病毒疫苗免疫猴子

和免疫人体产生的抗体，对境

内早期的病毒毒株和英国的

突变病毒毒株，具有同样的中

和能力。至少目前看来，这个

病毒的突变不会影响疫苗的保

护力。他同时表示，目前看来，

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尚处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变异速度不是

特别快。“但病毒变异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继续密切监测

病毒变异情况，万一突变累积到一定程度，影响到中国疫苗

的保护力，也要做提前准备，开展广谱性的新冠疫苗或者变

异后的新冠疫苗研究，以有效应对可能产生的问题。”

谈到疫苗的不良反应，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

专家王华庆介绍，根据监测结果，目前我国疫苗接种报告

上来的疑似不良反应，80%是一般不良反应，其中有十万

分之六是异常反应，在异常反应中大多数都是过敏性皮

疹，严重不良反应约为百万分之一。跟历史数据对比，没

有出现异常情况。曾益新表示，中国的疫苗接种按照“三

步走”策略。第一步，2020 年 12 月 15 日启动重点人群接

种，包括在航班、边境、物流工作的重点人群等。第二步，

是对高危人群开展接种，比如老人、有慢性基础疾病和糖

尿病等人群，他们感染之后，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比较

高。第三步，对其他普通人群进行接种。“三步走”是根据

疫苗的产量和对风险、危险因素的判断科学合理设计的，

会根据疫苗产量的逐步增加来推进疫苗接种。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明确实行免费接种疫苗

全国累计开展新冠疫苗接种900多万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