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武汉5月12日电 武汉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清零”一个多月后，近日突增
6名确诊病例。

4月4日至5月8日，武汉一直保持确
诊病例零新增。但武汉市近来接连通报，
当地东西湖区长青街三民小区出现10例
无症状感染者，其中6人转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为此，东西湖区调整为中风险等
级。因封控管理不力，长青街工委书记被
免职。

6例确诊病例所涉及的老旧小区疫情
防控以及无症状感染者问题令人关注。

两天确诊6例
小区实行全封闭硬隔离

4月底以来，三民小区先后检测发现
10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5月9日有1
例转为确诊，5月10日有5例转为确诊。

按照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
准，经组织专家评估，武汉市东西湖区风
险等级由低风险调整为中风险。因封控
管理不力，中共东西湖区委决定，免去张
宇新中共东西湖区委长青街工委书记、委
员职务。

从5月9日开始，三民小区实行全封
闭硬隔离：全面暂停小区居民购物、体育
锻炼等聚集性活动，对小区外道路和商铺
实行全面消杀，禁止小区周围1公里范围
内餐饮门店开设堂食……

病例之间有交集
居住小区曾有多名确诊病例

长青街办事处主任徐桂娣说，确诊的
6个病例都居住在三民小区的平房区。目
前，平房和相邻楼栋的100多人全部隔离，

这一区域也已封闭，每天都有专业人士进
行消杀。

有关部门初步调查发现，6个确诊病
例存在明显交集。

徐桂娣告诉记者，三民小区是一个老
旧小区，小区内平房、楼房交错，有相当一
部分居民是外地租户，人员流动性大，曾
发现20个确诊病例。

有专家指出，新冠肺炎患者康复，主
要依赖于患者的免疫力、抵抗力。如果年
纪大、免疫力低下，病毒完全清除需要很
长时间，而且可能会出现病情反复。

李平说，确诊的4位老人在疫情严重
期间没有出门，但在形势逐步好转后，有
的开始外出走动，与人交往，不过可能没
有规范佩戴口罩。

拟更大范围筛查
无症状感染者须高度关注

武汉连续两天出现新冠肺炎新增确
诊病例，且来自同一小区，再次敲响疫情
防控警钟。

记者最新了解到，武汉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计划在全市开展全员新冠
病毒核酸筛查，老旧小区、居民密集小区
和流动人口集中区域将作为排查重点，排
查范围包括辖区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征求意见，制定相关
方案。

以东西湖区为例，目前已对三民小
区及其附近范围的2万多人进行了核酸
检测。下一步，区里计划在全区范围内
彻底查找防控薄弱环节和盲区死角，加
强复工复产复学人员、境外返汉人员检
测工作。

武汉疫情防控人员提出，必须进一步
压实辖区、行业、单位、个人等全社会的防
控责任。同时，加强群众爱国卫生科普教
育，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净化市民居
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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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清零”月余突增6名病例
确诊病例所涉及小区已实行全封闭硬隔离

新华社哈尔滨5月6日电 记者从绥
芬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6日，经绥芬
河口岸入境集中隔离人员清零，绥芬河市
降为低风险地区。

自5月6日0时起，绥芬河市风险等
级由中风险地区调整至低风险地区。5
月6日上午，在绥芬河市一家宾馆集中
隔离的回国人员魏某解除隔离，登上回
户籍所在地的列车。至此，经绥芬河口
岸入境集中隔离的1258人实现了清零。

按照黑龙江省和牡丹江市要求，对入
境人员实行在绥芬河就地14天隔离期满

后，再延长7天隔离健康观察，总计集中
隔离21天的隔离方式，集中隔离期间经
三次核酸检测和一次血清抗体检测无异
常后，解除集中隔离。

境外回国人员魏某是4月3日从绥芬
河口岸入境并开始接受隔离，隔离期间多
次核酸检测和血清抗体检测均为阴性，后
因上呼吸道感染在绥芬河市继续隔离治
疗，治愈后解除隔离。

此外，绥芬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6日发
布通告称，调整社区管控措施，即日起恢复居
民正常通行，持本小区通行证进出不受限制。

绥芬河境外入境
集中隔离人员清零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关于试行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
品排除工作的公告》（税委会公
告〔2019〕2号），经国务院批
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12
日公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
品第二次排除清单，对第二批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
除其中部分商品，自2020年5
月19日至2021年5月18日，
不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措施
所加征的关税。对已加征的关

税税款予以退还，相关进口企
业应自排除清单公布之日起6
个月内按规定向海关申请办
理。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的其
余商品，暂不予排除。

未列入第一批、第二批对
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清单的
商品，企业可根据《国务院关
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开展对美
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
除工作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20〕2号），申请市场化采
购排除。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教育部12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截至5月11日，全国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均已启动返校复学工
作，学生复学人数10779.2万，
复学比例达到39%。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

王登峰在发布会上说，目前复
课学生中，中学5636.1万人、
小学4384.4万人、幼儿园468
万人、高等学校290.7万人。

教育部预计，5月底全国
返校学生将达 1.5 亿至 2 亿
人。王登峰表示，随着开学的
逐渐恢复，疫情防控的危险因
素也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因此
要继续保持严格的防控措施。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教育部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获悉，2020届高校毕
业生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
人，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下行压力等多种因素叠
加影响，就业形势复杂严峻。”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
在发布会上表示，为积极应对
今年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教
育部会同有关部门重点在升
学扩招、渠道开拓、就业服务、
加强指导、支持湖北等五方面

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其中，升学扩招方面，扩大

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同比增
加18.9万人；扩大普通高校专
升本规模，同比增加32.2万人。

此外，王辉还在发布会上
介绍说，2020年全国高考报
名人数为1071万。目前，全
国31个省（区、市）高三年级
学生均已返校复学。各地正
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今
年高考的疫情防控工作标准
及具体实施方案，有条不紊地
推进高考各项准备工作。

新华社南京5月12日电
在太平洋海域圆满完成长征
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等海上
测控任务的远望5号船，12日
上午返回中国卫星海上测控
部码头，累计海上作业81天，
安全航行2万余海里。

针对长时间远洋航行、海
上复杂气象、恶劣海况等实
际，远望5号船根据任务计划
和航行安排，合理组织联调联
试、释放信标球、岗位竞赛和
跟踪过境目标等工作，岗位人
员立足海上条件自主开展设
备检修和维护保养，发现并妥
善解决某电源转换模块故障、
发电机轴承温度异常等30余
个问题隐患，确保了各类设备

工作正常，为任务圆满成功、
海上航行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远望 5号船党委书记陈
晓华介绍，受疫情影响，他们
自春节起便严控船员下船，81
天航程中也未曾停靠港口，物
资补给首次采用“当地船舶运
输、吊运物资上船”的外港锚
地作业方式，实现了“零接触”
补充新鲜蔬菜、水果等，全船
80%以上船员超过100天未
下船。

据了解，停靠码头后，远望
5号船将统筹组织人员休整、
设备检修、备品备件补充等工
作，紧锣密鼓投入到包括火星
探测、探月工程等在内的多项
重大航天发射任务准备中。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我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2018年后5个月、
2019年全年和今年前4个月，全
国非洲猪瘟监测病原学阳性率
分别为0.36%、0.09%、0.03%。

这是农业农村部部长韩
长赋12日在全国非洲猪瘟联
防联控机制视频会上说的。
各地报告疫情数量、病死生猪
无害化处理数量、农业农村部
受理的疫情举报数量等也呈
下降趋势，没有发生区域性重
大动物疫情。

韩长赋同时强调，近3个
月生猪存栏增长、猪肉价格连
续12周下跌，但生猪生产恢
复的基础还不稳固，市场价格
还在高位震荡。对此，他要求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强化疫情
监测报告，建立分片包村包场

疫情排查机制，完善疫情报告
奖惩机制；强化常态化防控，
指导督促规模养殖场落实“早
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处
置”要求，把好出栏检疫关，强
化屠宰环节监管，加强病死猪
无害化处理风险管控，继续推
进分区防控。

农业农村部4月初启动
了违法违规调运生猪专项整
治行动。根据防控形势需要，
农业农村部与公安部、交通运
输部共同行动，把专项整治行
动升级为“百日专项打击行
动”，严把生猪运输出入关，严
管运输车辆和贩猪行为。

2018年8月3日，农业农
村部确认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
区发生一起生猪非洲猪瘟疫情
并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这是我
国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解决孩子
入园难、依法打击“校闹”、发展职业教育、
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家长的烦心
事，也是民生的关注点，教育部积极办理全
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议和提
案，推动“教育难题”的破解取得进展。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教育部共办理
代表委员建议提案1879件，其中建议1130
件，提案749件。所有承办的建议提案全部
按时办结。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关系我
国亿万儿童健康成长。2019年，有许多家
庭因为普惠园的发展而受益。

“孩子托费曾经是家里最大的支出
项。”河北石家庄碧景园小区的郑娟权衡再
三，舍弃了收费便宜但离家远且报名困难
的公办幼儿园，选择了就在小区里但收费
高的私立园。让郑娟喜出望外的是，2019
年8月，小区配套幼儿园成了普惠性民办
园，条件不变，教师不变，每月托费降到980
元，经济压力减轻不少。

结合代表委员关于多渠道扩大学前
教育供给，促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等建
议提案，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多渠道扩
大普惠性资源，做好城镇小区配套园治
理。据初步测算，通过治理将增加普惠
性学位约370万个，普惠园覆盖率提高8
个百分点。为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
设，推进科学保教，教育部出台了相关标
准和指南，鼓励各地通过多种方式补充
幼儿园教师，并对“学什么”“怎么学”和

“教什么”提出指导性要求，进一步完善
办园标准，规范办园行为。

“校闹”事件不仅严重干扰正常教学
秩序，侵害教师和学生人身安全，也会给
社会造成恶劣影响。针对代表委员提出
的“依法打击‘校闹’”的建议提案，教育部
部长陈宝生与代表委员当面交流有关情
况，教育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共同发布《关于
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
学秩序的意见》，明确了８种“校闹”行为，

要求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健全
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依法处理
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依法打击“校闹”行
为，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
关键时期，需要大量技术技能人才。结
合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教育部推动职
业教育实现“三个转变”，进一步提升新
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会同多部门
联合印发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
坚持质量型扩招。

针对代表委员关于提升医学人才培养
质量的建议提案，教育部持续深化医教协
同，一方面调控临床医学专业招生规模，确
定临床医学专业点的招生数量，另一方面，
在一流大学新建医学院的专业设置时充分
考虑医疗结构的需求，推动一流大学发挥
其综合优势，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同时，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建立更合
理的阶段性医学人才培养机制，为培养临
床医学人才奠定制度基础。

国务院公布第二批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清单

已加征关税税款予以退还

全国超1亿名学生复学

“疫”线男护士
① 易俊丰在湖南省人民医院神内一科重症监护室查看病人用药记录。1998年

出生的易俊丰是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的一名护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易俊丰主动“请战”到发热门诊抗疫一线工作。 新华社

② 5月10日，在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护士们在工作。上海
市普陀区中心医院现有护士800多名，其中有24名男护士。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组
成的普陀区中心医院“男丁格尔”青年突击队，曾荣获“上海市标杆青年突击队”称号。
平时，这些男护士们被安排在急诊、重症监护室等“急、难、险、重”的护理岗位；战“疫”
时，他们中的三位还参加了上海援鄂医疗队驰援武汉。 新华社

这些“教育难题”有了进展
——教育部积极办理代表委员建议提案

新华社济南5月12日电 记者12日
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由山东高
速集团统筹运营的“齐鲁号”欧亚班列12
日开出今年第500列。与去年同期相比，
开行数量增长40%。

山东高速齐鲁号欧亚班列运营有限公
司总经理马春波介绍，今年前4个月，“齐
鲁号”欧亚班列开行班次逐月递升，反映出
山东省复工复产态势良好，经济运行逐步
恢复常态化。

面对疫情对物流运输造成的影响，山东
高速集团推出“齐鲁号日韩陆海快线”“齐鲁
号鲁欧快线”“齐鲁号上合快线”等产品，实
现班期化、常态化运营；同时，主动与外贸企
业对接，为海尔、中国重汽、山东临工等重点
企业开行“点对点”定制化专列16列。

马春波介绍，山东高速集团还与德铁
货运公司、俄罗斯铁路集装箱公司等境外
机构积极对接，提高回程班列开行数量。

“齐鲁号”欧亚班列在疫情期间平稳运行，
及时填补了国际海运、空运受疫情影响形
成的运力短缺。

“齐鲁号”欧亚班列
开行今年第500列

同比增长40%

2020届高校毕业生
再创历史新高

远望5号船凯旋
将备战火星探测等任务

我国非洲猪瘟防控
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在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与治愈患者惜别医护人员与治愈患者惜别。。 新华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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