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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全力做好
学校疫情防控
经费保障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记

者 申铖）记者 2月 10 日从财政部

获悉，财政部、教育部日前联合发

布通知，要求各地研究制定经费

保障政策措施，统筹安排教育经

费预算，加快财政教育资金拨付

使用，切实做好学校疫情防控经

费保障工作。

通知称，地方各级财政部门

要积极主动与教育部门沟通协

商，密切关注疫情对学校教育教

学和学习生活成本等影响，及时

研究制定学校疫情防控经费保障

政策措施，支持学校确保不因资

金问题而影响疫情防控。

通知明确，地方各级财政、教

育部门要统筹安排上级教育转移

支付和自有财力，进一步优化教

育支出结构，加大对疫情防控重

点地区学校的支持力度。中央财

政已提前下达的支持学前教育发

展资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公用经费补助部分）、改善普通

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现

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

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等教

育转移支付资金，由地方财政、教

育部门及学校根据相关资金管理

办法和学校疫情防控需要，安排

用于学校疫情防控物资、设备采

购等支出。省级财政部门在分配

下达2020年中央和省级相关教育

转移支付时，要向疫情防控重点

市县倾斜。

通知要求，各地财政部门要有

序规范组织资金调度，按照“急事

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加快资

金拨付使用，确保学校疫情防控

资金及时到位，并会同教育部门

强化资金使用监管。地方各级教

育部门要指导学校结合实际研究

制定疫情防控工作经费保障方

案，研判资金需求，细化经费保障

措施，统筹用好财政资金、学校自

有 资 金 和 社 会 捐 赠 等 各 渠 道

资金。

通知强调，省级财政、教育部

门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态势，分

析研判延期开学对各级各类学校

学生返校、教育教学、学生资助政

策落实等工作的影响，及时制定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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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让 2020 年的春节和往
年有些不一样。不断增长的确诊病例数，让每一个中国人心痛。
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国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发挥自身优势，统筹基层力量，发动广大志愿者传递信
心、爱心与决心，为抗击疫情贡献新时代文明实践力量。

值班副总编辑 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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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强化安

全管理和疫情防控保

春运

◎生态环境部：今

年元宵节全国空气质量

比往年同期普遍好转

◎持续抓好农业

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

◎医用防护服、医

用外科口罩等疫情防控

重点医疗物资政府兜底

采购收储

◎工信部出台20

条政策措施支持中小企

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

◎多地援汉医疗

队助力武汉“方舱”全速

运转

◎长三角筑起联

动“防疫网”

坚定信心
筑起“坚实壁垒”

“您好，请量一下体温，谢谢配

合。”“叔，最近家里有没有从外地返

乡人员？”春节期间，在陕西省渭南

市桑树坪镇，全镇 2000余名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者积极行动起来，除

了对过往人员进行登记、测量体温

外，还为村民、居民、商户发放防控

疫情宣传单，劝导广大群众取消各

类聚会、聚餐活动，倡议红事停（延）

办，白事简办。带头开展环境卫生清

洁活动，打扫村组巷道卫生，及时清

运处理垃圾，对公厕、垃圾池等重点

区域进行日常消毒不间断……

连日来，四川省崇州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大划街道分中心的志愿者

们全力协助社区工作人员，每天实

施地毯式滚动摸排。大划街道编班

分组，24 小时在村（社区）设卡，无

缝衔接轮流值守，为过往群众提供

医学咨询、监测、检查服务。此外，大

划街道采取“四个一”入户排查方

式，每走访一户群众，就发放一份告

知书，送上一份防护手册，提供一份

温馨提示，填好一张入户调查表，确

保不漏“一户一人”。

在浙江省慈溪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发出《防控疫情我可以 文明

实践“慈六条”》《关于号召广大志愿

者、社会组织积极有序参与疫情防

控的倡议书》后，参与全市 18 个镇

（街道）、330 个村（社区）基层卡点

和网格防疫服务的志愿者高达5000

余人次。他们就近就便活跃在群防

群控、联防联控第一线，社区街道、

农贸市场、汽车站、高速路口等各类

公共场所，都可以看到这群“逆行

者”的身影，俨然成为一支疫情防控

的“生力军”。

……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我

国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迎

难而上，戴着口罩、身穿马甲，穿行

于大街小巷、深入家家户户，在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一线开展着紧张而有序的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他们不怕危险、不计

得失、不畏严寒，为广大人民群众

筑起“坚实壁垒”。

传递爱心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关键时期，我国各地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打通疫

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根据群众

生产生活所需、抗击疫情所需，扎实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

动，为守护美好家园持续发力。

2月 4日一早，北京市石景山区

老山街道的老山东里社区居委会

接到马大爷的电话求助：“我和老

伴平时吃的药吃完了，孩子最近没

在身边，我们腿脚也不方便，能不

能帮我们去医院开点药？”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刘桂玲和社

区干部小李立即行动起来，到马大

爷家中取了医保卡和开药信息，然

后直奔社区医院。1小时后，满满一

袋救急药品送到了马大爷家里。像

这样的社区“红色助力队”，老山街

道共有 12支，为社区内行动不便的

老人和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提供室

内消毒、代购物品等“订单式”服

务，贴心又暖心。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减少人员的出

行和聚集，是阻断病毒传播的重要

措施。为最大程度降低群众的生活

不便，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

道社区干部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者们，化身为代购员、代跑员、服务

员，奔走街区，倾情服务。为实时响

应居家隔离者的需求，镇海街道建

起了服务微信群。社区孤寡老人、行

动不便者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在微

信群里说一声，社区干部和志愿者

很快就会送上门。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时刻关注着群众、一线

工作人员的需求。2 月 6 日中午，在

得知高登社区一线的工作人员急需

消毒液后，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立即与爱心企业取得联系，当

天下午，20瓶 84消毒液就送到了社

区工作人员的手中。为了将有限的

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琼山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爱心企业精准

对接，确保将物资送到最需要的

地方。

增强决心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广大群众听我言……一劝走

亲赶紧停，肉眼难把病毒辨。二劝不

要聚众玩，冠状病毒人传人”。在疫

情防控阻击战刚刚打响之际，安徽

省天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天

长市文明办就相继发出倡议书，当

地志愿者纷纷积极响应、主动作为。

天长市文化志愿者联合会成员陈义

军以传统曲艺“千秋评书”方式录制

的《疫情防治十大劝》以及《致天长

市民一封信》等视频，通俗易懂，幽

默风趣，在微信、抖音等平台广为传

播，还被人民网和新华网推出，起到

很好的宣传引导效果。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话疫

情，让防控知识深入人心，成为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近期的重要内容。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关键时期，为了把防控知

识最快、最便捷地送到群众身边，各

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因时

因地制宜，创新防疫宣传模式，增强

社会大众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的决心。

江苏省苏州市双凤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志愿服务队为了加强宣传

效果，将宣传喇叭安装在无人机上，

在地面人员的遥控下，无人机在双

凤镇泥泾村、黄桥村上空盘旋，将该

镇制作的疫情防控宣传内容，传送

到周边的家家户户。

天津市滨海新区12个文明实践

所利用电子屏、标语横幅、宣传海

报、高音喇叭进行疫情防控宣传，村

街 774 个“方言大喇叭”天天喊话、

循环播报，提高居民防控意识。文明

实践线下活动变线上推广，区融媒

体中心各平台发送防控宣传信息

2717 条、各政务新媒体发布信息

430条，将疫情防控政策、便民措施

第一时间发出，阅读量超 1200 万。

同时，开设4部疫情防控咨询热线，

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问题，引

导群众不信谣、不传谣。100多个村

在出入口设立“文明实践服务点”，

志愿者对来往车辆人员进行排查、

宣传，形成联防联控全覆盖。

汇聚疫情防控的硬核力量
——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力战“疫”

本报记者 赵青

近日，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下发关于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及其

家属关心关爱工作的通知，要求各

地各部门从强化医疗防护、强化服

务保障等方面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

线的医务人员及其家属，要“为一线

医务人员提供必要隔离场所，确保

有充分的睡眠和卫生健康的饮食”

“对在工作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的医务人员及时认定为工伤，及

时办理、兑现待遇”“定期对一线医

务人员家属开展慰问”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广大医务人员无畏逆行，

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抗击疫情的最前

线。他们在生死安危的抉择面前，选

择了牺牲自我，舍小家为大家，坚守

岗位、护佑生命，充分体现了医者仁

心的大爱情怀和救死扶伤的职业担

当，我们应当向他们致敬，为他们

鼓劲。

然而，疫情暴发以来，类似暴力

伤害、歧视孤立医务人员的事件时

有发生：在湖北武汉，两名医生遭一

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家

属殴打，防护服被撕扯；在湖北荆

州，有确诊病人明知生病也不好好

戴口罩，甚至拉开医生口罩向其脸

上吐口水；在河南南阳，一名新型冠

状病毒诊治定点医院的护士下班回

小区遭阻拦，阻拦者担心她携带病

毒回家感染他人……这些举动，在

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的特殊

时期，尤其显得刺眼、可悲，让医务

人员寒心，令社会大众愤怒，不依法

严惩不足以彰显正义。

在防控疫情的关键阶段，每一

位在岗的医务人员，都是极其稀缺

的资源。他们坚守一线，与时间赛

跑，用生命守护生命，我们不能让他

们流汗之后还流血、流泪。“切实关

爱疫情防治一线医务人员”“保护医

务人员身体健康”……连日来，全国

多地对关心关爱医务人员及其家属

提出明确要求。为一线医务人员提

供干净、营养、便捷的 24 小时就餐

服务；通过不同形式对一线医务人

员及其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减少他

们的心理焦虑，给予积极的精神关

怀；帮助一线医务人员解决家中老

人小孩照护、家人生病及保障防护

用品等实际问题……这些举措让一

线医务人员感到了暖意，解除了他

们的后顾之忧，更加有利于增强他

们抗击疫情的决心和信心。

疫情之下，善待医务人员也是

善待我们自己。让我们一起行动起

来，关心关爱医务人员，给予医务人

员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与他们心手

相牵，互相鼓劲，共同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

新华社武汉2
月 10 日电（记 者

胡喆 乐文婉）记

者 2 月 10 日从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获悉，为坚决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全力支

援湖北省开展新

冠肺炎防治工作，

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国家卫

生健康委举全国

之 力 ，集 优 质 资

源，建立省际对口

支援湖北省除武

汉以外地市新冠

肺炎医疗救治工

作机制。

国 家 卫 生 健

康委充分考虑疫

情现状、人力资源

储备及受援地市

医疗资源缺口等

情况，在原有外省

医疗队支援的基

础上，按照原有关

系不变、应补尽补

的原则，统筹安排

19 个省份对口支

援湖北省除武汉

市外的 16 个市州

及县级市，确定以

下对口支援关系：

重庆市、黑龙江省

支援孝感市，山东

省、湖南省支援黄

冈市，江西省支援

随州市，广东省、

海南省支援荆州

市，辽宁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援襄

阳市，江苏省支援黄石市，福建省支

援宜昌市，内蒙古自治区、浙江省支

援荆门市，山西省支援仙桃、天门、潜

江 3 个县级市，贵州省支援鄂州市，

云南省支援咸宁市，广西壮族自治区

支援十堰市，天津市支援恩施土家族

苗 族 自 治 州 ，河 北 省 支 援 神 农 架

林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支援省

份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和受援地市共

同协商，确定支援安排，以解决当地

医疗卫生资源缺口为基础，组建由医

护、管理、疾控专业人员组成的支援

队伍，实地支持与远程医疗服务相结

合，多措并举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同

时，要兼顾本地区疫情防控需求，共

同做好医疗救治工作，努力提高收治

率、治愈率，降低感染率、病死率。

让“为众人抱薪者”无后顾之忧
杨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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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利用高地隙喷杆喷雾机勾兑药水在镇区及周边村庄实

施防控消毒作业。高地隙喷杆喷雾机采用机械化作业、省工省力，而且雾化效果好、喷幅宽、喷洒面积大。图为 2 月 9

日，农机手驾驶高地隙喷杆喷雾机实施消毒作业。 司伟 李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