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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就关心爱护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专门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
中坚力量，务必高度重视对他们的

保护、关心、爱护，从各个方面提供
支持保障，使他们始终保持强大战
斗力、昂扬斗志、旺盛精力，持续健
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习近平强调，指挥调度、后勤保
障要科学到位，对医务人员舒缓压

力、生活保障、必要休整、精神鼓励
务必及时加强落实，一定要保证在
湖北（武汉）医疗队伍安全有序、统
筹协调、有力有效、及时迅速开展工
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

医务人员夜以继日、连续奋战，有医
务人员不幸被病毒感染，有的甚至
献出了生命，体现了医者仁心的崇
高精神。

习近平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发
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给全国

特别是湖北和武汉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医务人员送去党中央的关
怀。他在北京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时亲切慰问广大医务人员，并就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作出
部署、提出要求。

根据党中央部署，全国 29个省
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系
统已派出3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湖
北（武汉）。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务必高度重视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关心爱护
确保医务人员持续健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2月18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不误农时切实抓
好春季农业生产；决定阶段性减免企
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
金政策，多措并举稳企业稳就业。

会议指出，要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要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当前农时不等人，要压
实地方属地责任，抓好抓细春季农
业生产，保障夏粮丰收。一是分类
细化农村疫情防控科学指导，引导
支持从南到北抓紧做好春耕备耕，
加强越冬作物田间管理。推动种
子、化肥、农药、饲料等农资企业加
快复工复产，建立农资点对点保供
运输绿色通道。今年稻谷最低收购
价保持稳定，视情可适当提高。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恢复双季稻。二是
抓好畜禽生产。对重点地区损失较
大的家禽养殖场户给予延长还贷期
限、放宽贷款担保等政策支持。推
动屠宰企业与养殖场户对接。加快
恢复生猪生产，将养殖场户贷款贴
息补助范围由年出栏 5000 头以上
调整为500头以上。增加冻猪肉国
家收储。三是加强重大病虫害防
治，强化监测，做好各项应对准备。
强化高致病性禽流感、非洲猪瘟等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会议强调，当前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一项迫
切任务是稳就业。稳就业就必须稳
企业。会议确定，一是阶段性减免
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
费，以减轻疫情对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的影响，使企业恢复生产后
有一个缓冲期。除湖北外各省份，
从 2月到 6月可对中小微企业免征
上述三项费用，从2月到4月可对大
型企业减半征收；湖北省从2月到6
月可对各类参保企业实行免征。同
时，6月底前，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
公积金，在此期间对职工因受疫情
影响未能正常还款的公积金贷款，
不作逾期处理。实施上述政策，充
分考虑了社会保险基金结余等情
况，可以确保养老金等各项社保待
遇按时足额发放。二是突出抓好稳
就业这一“六稳”的首要任务。抓紧
出台科学分类、切合实际的复工复
产防疫指南，指导各地合理确定复
工复产条件，取消不必要的保证金。
加快落实已出台的财税、金融等支

持政策。有针对性做好重点群体就
业工作。通过跨区域点对点劳务协
作等有序组织农民工返岗，除疫情
严重和扩散风险高的地区外，对限
制劳动者返岗的不合理规定要坚决
纠正。结合脱贫攻坚和当地建设等
支持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抓紧制
定高校毕业生延期录用报到方案，
加大网上招聘力度。支持企业适应
群众线上消费需求增加灵活就业岗
位。个体工商户是重要就业主体，
要抓紧研究出台支持政策。三是保
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及时将受疫
情影响的就业困难人员纳入就业援
助范围，确保失业保险待遇按时足
额发放。支持疫情严重地区开发临
时公益性岗位，运用失业保险基金
向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不误农时切实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多措并举稳企业稳就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1 月
24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北
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启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行动，组织了潍坊先锋
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岭俊公益救
援中心、长沙蓝天救援队、河南神
鹰救援队等作为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防疫消杀志愿服务队，赴湖北
多地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图为2月18日，受武汉市汉
南通用机场邀请，志愿服务队对
执行防疫任务的直升机及航站楼
等场所进行全覆盖式消杀。

（红基）

给飞机消毒

■ 张孚传

疫情就是命令。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浙江省红十字会党组坚
决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要求
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和广大党员干部
积极履行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的政
治责任，自觉扛起党和政府人道领
域助手光荣使命，以“保护生命和健
康”为己任，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
作。

截至 2月 18日，浙江省红十字
系统累计接收捐赠款物 9.76亿元，
其中资金 7.97 亿元，物资价值 1.79
亿元；拨付捐赠款物8.17亿元，其中

资金6.39亿元，物资价值1.78亿元。
省红十字会本级累计接收捐赠款物
1.11亿元，其中资金0.75亿元，物资
价值0.36亿元；拨付款物0.98亿元，
其中资金 0.61 亿元，物资价值 0.37
亿元。红十字会会员、志愿者等共
25 万人次参与知识宣讲、社区防
控、消杀和高速路口、交通干道、火
车站、机场等卡点的执勤。

把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月 20 日以来，浙江省红十字
会党组先后10余次召开会议，专题
研究讨论疫情防控工作。省红十字
会第一时间成立以党组书记为组

长、党组领导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综合协调、
资金接收、物资接收、舆情管控和宣
传服务等 4 个工作专班，由会机关
和直属单位各党支部书记牵头负
责，党员作为骨干力量，既明确责任
分工，又强调协调配合，凝聚党员力
量，形成工作合力。领导小组和工
作专班建立每天工作例会制度，第
一时间汇总、研判各类信息，研究解
决工作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50
余个。各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党员骨
干积极想办法、提建议、拟方案，将
党组决策落到实处。

省红十字会先后印发6个紧急

通知，指导各地做好捐赠款物接受
和使用、参与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
做到方向清、任务清，指令实、举措
实，程序明、责任明。全系统进入

“战时”状态，思想认识到位，制度保
障到位，工作流程优化，工作步骤简
化，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每一名红
十字人都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斗奔波着、忙碌着。

把物资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家底儿”全都拿出去。疫情就
是命令，省红十字会闻令而动，第一
时间盘点库存，调拨可用于防疫工
作的物资。 （下转二版）

履行群团职责 扛起人道使命
——浙江省红十字会党员干部积极投身新冠肺炎战“疫”记

本报讯 （梁文士）自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广东各级红十字
会积极响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号
召，组织志愿者、会员、理事积极参
加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截至2月18日，广东省红十字
会系统在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
等媒体发布国家和总会防控政策
460余条、防控工作动态420余条、
卫生健康知识宣传250余条，形成
了全系统动员、上下共同参与社区
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1 月 25 日起，广州、中山等市
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志愿者迅速
行动投入到社区疫情联防联控志
愿服务工作中去，开展社区卫生健
康知识、应急救护技能等宣传，组
织心理咨询师服务队在社区人群
中通过电话、微信等渠道进行心理
咨询和疏导、协助社区做好外来人

员和来自疫区人员的走访摸排、重
要路口设卡测温以及派发宣传单
等工作。珠海、肇庆等市红十字会
组织志愿者前往高速公路、国道等
出入口协助公安、交通、防疫等部
门搭建帐篷，为一线工作人员御寒
保暖。深圳市红十字会组织志愿
者协同跟踪海外捐赠物资，确保交
接手续齐全、防控物资型号规格数
量准确。

阳江市红十字会积极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社区村庄协
助当地政府进行走访排查，并进行
防疫健康知识宣传。汕尾、揭阳、
江门等市红十字会大力发挥会员、
理事作用，激发广大乡贤桑梓情
怀，为一线医疗工作人员捐赠防护
医疗用品。目前，四市红十字会接
受的防护物资近30%都是会员、理
事所捐赠。

广东各级红会积极开展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本报讯（路琮玮）2月19日中
午，上海市红十字医院援鄂医疗队
从上海出发，驰援湖北“抗疫一线”
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上海市红十字医院（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接到组建
医疗队驰援湖北一线的任务后，仅
用 1 小时，采取“整建制”形式，迅
速完成队伍组建。医疗队由 156
名队员组成，涵盖呼吸科、急诊危
重病科、心内科、医学心理科等领
域。

出征仪式上，队员们表示，要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在患者救治工作中，当好红十
字精神践行者。上海交通大学、上
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上海市红十
字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有关
单位领导分别向医疗队授予党旗、
队旗、红十字旗和院旗。

上海市红十字医院“整建制”驰援湖北一线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转运千余名患者
本报讯 （记者 杨振宇）截至

2 月 19 日 24 时，中国红十字会救
护转运车队在湖北省武汉市已转
运患者 1110名，其中，转运重症及
危重症患者达708名。

2月19日下午，由云南省红十
字会组建的第六支中国红十字会
救护转运队抵达武汉，参与新冠肺
炎患者的救护转运工作。云南队
8 名队员分别来自云南省红十字
会、云南省急救中心、云南省阜外
心血管病医院（中国红十字会冠名
医院）、云南省红十字会医院（云南
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队队是继
北京、上海、青海、内蒙古后，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向湖北派出的第 6
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队。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
法新城院区执行转运任务的青海
队队长王海涛介绍，患者上下车
时，队员们要搀扶，即便使用推车，
队员们也要将患者转移到救护车
的担架上。大家严格按照要求做
好防护，在救助他人的同时保护好
自己。王海涛说：“只要有需要，我
们就全力以赴！”

上海队队员阮盛介绍，随着疫
情排查工作和各个医院对接工作
的逐步完善，上海队的工作量也日
益增长，队员们时刻准备，保质保
量地完成每天的任务，队员们精神

时刻紧绷着，确保任何环节不出现
疏漏。

内 蒙 古 队 队 员 庞 斯 琴 说 ：
“2003 年的‘非典’，我没机会去，
感到非常遗憾，所以这次我必须要
来，我不想再错过！”队员们说，我
们不是孤军奋战，中国红十字会、
我们的单位以及我们的亲人朋友
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他们时刻关
心着我们，让我们更安心地战

“疫”！
北京队在武汉市急救中心执

行患者转运任务，6名队员中，有3
名党员、3 名入党积极分子，均具
有丰富的院前急救经验。队长陈
科说：“队员们表现出色，大家都非
常勇敢，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做
好个人防护，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一定发扬救死扶伤的优
良传统，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快速、及时地把病人
送到定点收治医院，为抢救生命赢
得时间。”云南队队长、中国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主
任黄杰说。

截至目前，中国红十字会已调
派56名医护人员和驾驶员在武汉
协助当地120急救中心、新冠肺炎
患者定点收治医院执行患者救护
转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