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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记者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2月
10 日，铁路部门累计在进出站
环 节 排 查 发 现 发 热 旅 客 7573
人，配合协查确诊或疑似病例车
上密切接触者1800余批次。

铁路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全
力保障防控人员、物资和生活物
资运输。截至2月10日，累计完
成 71 批 2656 名专家、医务人员
驰援武汉运输任务；装运防控保
障 物 资 4590 批 、 154514 件 、
52122.9 吨 ， 其 中 ， 防 疫 物 品

3638 批 、 144402 件 、 10267.0
吨 ， 生 活 物 资 952 批 、 10112
件、41855.9吨。

2月1日至10日，全国铁路
累计发送旅客 1445 万人次。为
全力做好返程运输疫情防控工
作，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
科学安排运力，采取分散售票
策略，车上引导分散就坐，加
大站车通风消毒保洁力度，配
合作好发热旅客防控，加强出
站组织，避免人员聚集，尽最
大努力降低返程运输疫情传播
风险。

铁路部门累计在进出站环节
排查发现发热旅客7573人

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记者吴雨）中国人民银行11日
对外表示，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将推迟 2020 年贺岁
普通纪念币第二批次预约兑换工
作，具体兑换日期及工作安排另
行公布。

据介绍，2020 年贺岁普通
纪念币第二批次预约兑换工作原
定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至 2 月 24

日期间开展，约 5000 万枚第二
批次预约的贺岁币面临兑换。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为
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
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将推迟 2020 年贺岁普
通纪念币第二批次预约兑换工
作，具体兑换日期及工作安排另
行公布。

央行推迟2020年贺岁币
第二批次预约兑换

新华社长沙 2 月 11 日电
（记者袁汝婷）目前正是抗击新
冠肺炎的关键时期，口罩是重要
防护用品。近日，湖南省津市市
公安局侦破一起非法销售假冒伪
劣口罩案，抓获两名犯罪嫌疑
人，当场扣押1万多只假冒伪劣
口罩。

2 月 5 日，湖南省津市市公
安局接到津市市场监督省管理局
移交线索，有人在该市农村地区
药店销售假冒伪劣口罩。当日，
民警克服疫情风险，马不停蹄辗
转石门、临澧、澧县等多地调查
取证，固定犯罪证据，成功锁定

两名湖南省澧县籍男子郭某杰和
宋某元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连续
作战，办案民警将两人抓获归
案。

据郭某杰交代，他们趁疫情
期间，低价从安徽省阜阳市太和
县购进假冒伪劣一次性医用口
罩，分批次以1元至2元价格向
津市、临澧、澧县、石门等地药
房、诊所批发销售。截至案发，
两人共销售假冒伪劣的口罩 22
万余只，非法牟利20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郭某杰、
宋某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销售22万余只假冒伪劣口罩
湖南两男子被刑拘

新华社武汉 2 月 11 日电
（记者王贤）装载217.9吨冻猪
肉的 95001 次列车 11 日早上抵
达武汉吴家山站。这批货品是
有关部门经上海洋山港进口的
中央储备冻猪肉，也是调拨给
武汉市的2000吨冻猪肉中的第
一批。

据介绍，这列从上海开来
的 95001 次列车一路绿灯，比
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10小时45
分钟。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
汉西车务段相关负责人称，铁
路部门开辟绿色通道，仅用30

分钟就将重点物资车辆推送到
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27道，并
对好货位。

吴家山站职工汤万意说：
“重点物资到达车站后，调车和
运转人员会争取半小时内将车
辆送入中铁联集吴家山中心
站，我们还会协调相关单位和
收货方做好卸车及转运工作，
各类物资出站交付时间比往常
缩短近一半。”

据了解，从2月10日至14
日，有关单位计划 5 天内用 80
个冷藏集装箱，从上海调拨
2000吨冻猪肉专供武汉储备。

首批中央储备冻猪肉运抵武汉

本报记者 李洋洋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同抗
击疫情。在河南理工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有这样一对夫妻，
面对疫情，他们主动取消休
假，每天坚守在疫情防控一
线，有时是 24 小时在医院值
守。

这对“夫妻档”的男主角
是该院感染管理科科长杨桂
强，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为了让医务人员尽快有效
掌握防控技能，作为该院疾病
防控专家组组长的他，每天都
要抽出大量时间，对预检分诊
处、发热门诊等重点部门的医
护人员讲解防控措施、诊疗设
备表面的清洁消毒、医护人员
诊疗中防护、个人防护装备穿
脱流程等知识；严格要求医务

人员加强预检分诊，严格询问
相关流行病学史，作好登记报
告和规范转诊；及时跟进密切
接触者的隔离随访，强化医护
人员个人防护要求，加强自身
防护等，做到科学防控、精准
施策。

杨桂强的妻子刘文超是该
院检验科的主任技师。检验科
作为病毒筛查的第一线，刘文
超和同事24小时坚守岗位，只
为尽快出具检测报告，以便医
生第一时间诊断病情。就在 2
月 6 日早上，刘文超和同科室
的倪文鹏应征赶赴市疾控中
心，投身到全市的病毒检验检
测工作中。

“疫情就是命令，守护市民
健康，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
不能退缩。”杨桂强和刘文超告
诉记者，“我们的岗位决定了我
们肩上的责任，疫情当前，没有
一名医务人员会放弃、退缩。”

伉俪同心 并肩战“疫”

新华社武汉 2 月 11 日电
（记者梁建强） 2 月11 日下午，
湖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四次会议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

召开。会议决定任命王贺胜为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决定
免去刘英姿的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任职务。

湖北免去刘英姿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

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2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
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改善一线
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
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广大医务人员积极响应
党中央号召，英勇奋战在抗击
疫情的最前线。当前，全国疫
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医务人
员面临着工作任务重、感染风
险高、工作和休息条件有限、
心理压力大等困难。保护关爱

医务人员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重要保障。

通知就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
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
健康提出七方面措施。一要改善
医务人员工作和休息条件。加强
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防护设施建
设和设备配置，重点改造医生办
公室、值班室和休息室。为医务
人员提供良好后勤服务，保障医
务人员充足的睡眠和饮食。二要
维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合理安
排医务人员作息时间。对于因执
行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医务人
员，在防控任务结束后，由所在

医疗卫生机构优先安排补休。允
许需要紧急补充医护人员等疫情
防控工作人员的相关医疗卫生机
构简化招聘程序。加强医务人员
个人防护，组织做好一线医务
人员健康体检，最大限度减少
院内感染。加强心理危机干预
和心理疏导，减轻医务人员心理
压力。三要落实医务人员待遇。
为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和防疫
工作者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向
防控任务重、风险程度高的医疗
卫生机构核增不纳入基数的一次
性绩效工资总量。开通医务人员
工伤认定绿色通道。四要提高

卫生防疫津贴标准。出台提高
卫生防疫津贴标准的政策。对
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疫人员，
要及时足额发放到位。五要加强
对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动员组
织社会力量，对一线医务人员展
开慰问。为一线医务人员和家属
建立沟通联络渠道。对家庭困难
的一线医务人员家属进行对口帮
扶。六要创造更加安全的执业环
境。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
施，加大警力投入，完善问责机
制，对发现有歧视孤立一线医
务人员及其家属行为的，要及
时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

依法予以处理。对伤害医务人
员的，要坚决依法严肃查处。
七要弘扬职业精神做好先进表
彰工作。做好及时奖励和及时
性表彰工作，为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增强信心、凝聚力量。

通知强调，各地卫生健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
相关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密切配合，全力做
好各项工作，切实改善一线医务
人员工作条件，关心医务人员身
心健康，保障医务人员权益，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有力保障。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通知

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
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

抗“疫” 朱慧卿 作（新华社发）

2月10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前排左二）出席例行记者会（手机拍摄）。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地时间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首批成员已经

抵达中国，将与中国同行一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陈俊侠 摄 （新华社发）

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将与中国同行一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