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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一键订阅

上海市人社局发出通知：

加大就业政策实施力度
缓解企业经营用工困难

本报讯 （记者 曹飞 吴頔） 上海市人社局近日发出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做好公共就业服务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要在深入评估节后就业形势的基础上，针对企业
招聘意愿或招聘满足率下降、劳动者就业意愿下降、失业
人数增加等可能出现的就业风险， 抓紧研究应对举措，做
好相关政策储备。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加大
各类就业政策实施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和用工困难。

“通知”要求，各区要组织本市失业动态监测样本企业
及时报送节后用工状况， 合理设立返工定点监测企业，建
立重点企业返工状况周报制度。同时，依托本市社区外来
人员就业情况监测点开展社区监测，将监测频次提高为每
周一报。“通知”指出，对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疫情防控
必需、群众生活必需以及其它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重点企
业，建立“一对一”工作联系机制，全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状况和用工需求，建立重点企业岗位需求清单、公共就业
服务需求清单。 为每户重点企业明确一名 “就业服务专
员”，送政策、送服务上门，协助企业解决用工问题。

财税金融部门详解相关政策

认真落实各项保障政策
切实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应对疫情， 防控经费够不
够？如何加大防疫保供力度？怎样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
业渡过难关？在 7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 财税金融部门相关负责人详解了支持疫情防控、缓
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相关政策。

“目前看，各地疫情防控经费是有保障的。”据财政部
副部长余蔚平介绍，截至 2月 6日下午 5点，各级财政共
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667.4亿元，实际支出 284.8亿元。

陆续出台十余条财税支持措施；加强国库库款调度，

保障基层防控以及保工资、 保运转、 保基本民生支出需
要……余蔚平表示，财政部已要求各级财政认真落实各项
保障政策，切实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
已设立 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实施优惠贷款利率，加强对
重要医用、生活物资重点企业的金融支持。

余蔚平表示，下一步还将跟踪政策实施情况，对各方
面反映的一些突出问题及时研究政策预案，确保政策聚焦
疫情防控，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在宏观调控方面，余蔚平介绍，今年财政赤字安排已
考虑了一些不确定因素，有信心完成今年各项财政指标。

“我们的工具箱是非常充足的。”潘功胜说，在世界主
要经济体中， 中国仍是少数实施常态化货币政策的国家，

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来稳增长。

7日下午， 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跃进
社区网格员高波匆匆走出办公室，穿过马
路前往对面的几座居民楼，她要对那里的
人员情况再次进行核对。

6日上午， 武汉市疫情全面排查动员
部署会召开，提出要举全市之力入户上门
排查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 疑似的新冠肺
炎患者、 无法明确排除新冠肺炎的发热患
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等 “四类”人
员，强化网格化管理，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与高波同行的还有蔡甸街党工委委

员、人民武装部部长刘云飞和蔡甸街军魂
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刘阳。

“各位居民，疫情期间请大家配合社
区的工作。如果社区给大家打电话，请大
家配合，告诉家里现有人口数量和身体状
况。如果家里有发热病人，请第一时间向
社区报告。”来到居民楼下，刘云飞先拿起
喇叭进行防疫宣传。

“三栋二单元的 601和 602，屋里有没
有人？”刘云飞开始对着楼上重点呼叫。

高波告诉记者， 这几栋楼一共有 80

户居民，经过前期走访，其他住户的情况
已经落实，还剩两户没有联系上。“前天我
们来过一次，但是没人应答。”她说。

“601、602，请把户主姓名、屋里几个
人、身体状况以及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
条上丢下来。” 刘云飞耐心地继续呼叫。

“居民们担心和其他人接触受到感染，所
以我们就让他们把联系方式写在纸条上
丢给我们， 每天通过电话了解大家的情
况。”高波说。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习近平主席任免驻外大使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
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邢海明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柴文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邱国洪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大韩民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邢海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大韩民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黄溪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东盟使团团长、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邓锡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东盟使团团长、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李念平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哥伦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蓝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哥伦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习近平同杜克总统互致贺电
庆祝中国哥伦比亚建交 40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 月 7 日同哥伦比亚共
和国总统杜克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
交 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建交 40

年来，中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原则，深化政治互信
和务实合作，保持双边关系积极向好
发展势头。2019年 7月， 杜克总统成
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我们进行了坦

诚友好的交流并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哥
关系长远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我高度重
视中哥关系， 愿同杜克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 40周年为新起点， 共同推
动中哥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韩正同新加坡副总理通电话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韩正 7日应约同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通电话。

韩正表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习近平
主席亲自指挥和部署，李克强总理提出工作要求，中国党
和政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正在
紧张有序开展应对工作。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 公共卫生事件是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中
国将继续大力开展国际合作。新方将向中方提供资金以及
检测试剂盒等药物和医疗物资帮助， 中方对此表示感谢，

愿与新方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提高抗击疫情能力。

还要打好中小企业保卫战
———访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陈春花

■本报首席记者 高渊

经过一个延长的春节假期， 从下周
起，各地企业开始逐步复工。疫情，让一些
行业遭受冲击， 有的行业甚至基本停滞。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小企业。

作为企业管理专家，北京大学陈春花
教授接受记者专访，她提出在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同时，还要打好中小企业保卫
战，而这需要政府和企业一起发力。

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生活的恢复
高渊：这场疫情对经济发展究竟会有

多大影响？

陈春花：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很多专家
都给出了预判。从宏观的角度看，需求和生
产骤降，对投资、消费、出口都会带来明显
影响， 短期内有可能带来失业上升和物价
上涨。从中观角度看，餐饮、旅游、电影、交

通运输、教育培训等受到的冲击最大，医药医
疗、在线游戏等行业受益。对于微观个体的影
响，民企、小微企业、农民工等受损程度较大。

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疫情对中国经济产
生的影响，承受这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也
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会
保持增长。

高渊：中小企业有可能遭遇寒冬吗？

陈春花： 虽然经历了 2019年的努力调
整，到年底很多中小企业应该说只是“弱企
稳”，自身的基础还比较薄弱。2020年开年疫
情突然来袭，中小企业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策
略上，都没有任何准备，尤其是现金储备不
足。在目前疫情防控加紧的时期，我担心一
些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断裂。

所以，在疫情防控的同时，还要防控中小
企业倒闭。不然，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的日常
生活，还会引发失业增加，带来社会问题。

高渊：防控中小企业倒闭的关键在哪里？

陈春花：这需要政府和中小企业一起发
力。在特殊时期，政府要发挥更加关键的作
用，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帮助中小企
业渡过难关，保持中小企业群体发展的稳定
性，从而为恢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奠定坚
实的基础。

我不是做宏观研究的，但因为在企业工
作时间比较长，了解企业的真实需求。按照
既往的经验， 财政政策主要是财政减免、补
助补贴、国债支持，在货币政策方面总体保
持稳健，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适当信
贷倾斜等方式支持企业。

借鉴过去的经验，可以适当减免疫情影
响严重的行业的增值税， 降低相关的所得
税， 给予受损行业的企业一定财政补贴。也
要兼顾企业和员工的利益，落实员工带薪休
假制度的同时，延长假期及推迟复工期间的
薪酬支付由企业合理安排而非强制工资，减
少企业因负担过重而复工后大幅裁员的现
象出现。

另外，还应加大对参与捐赠的企业和个
人的所得税抵扣，鼓励社会捐赠。银行方面
可以考虑给予企业在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
期支持，探讨如何在贷款、金融等相关领域
给予帮助。

如何平衡疫情防控和经济生活的恢复，

是一个整体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多维度
地展开工作。

中小企业必须“极限式降
低成本”

高渊：你曾经管理过两家数十上百亿规
模的大企业，现在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
做什么？

陈春花：身处不同行业的企业，所要面
对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我想有一点是共通
的，就是要学会与疫情中的不确定性共处。

下转荩6版

“雷神山”今交付
1600张病床全部用于

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新华社武汉 2 月 7 日电 （记者 梁建强
喻珮）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亚波 7 日
在湖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雷神山医院 1600

张病床将于 2月 8日交付使用。

胡亚波透露， 武汉市 28家定点医院的床
位已经扩展到 8895张，火神山医院的 1000张
病床已经交付使用， 雷神山医院的 1600张病
床将于 2月 8日交付使用。这些将全部用于收
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武汉市已经投入使用的 3家方舱医院，目
前共有床位 4250张。同时，湖北省、武汉市两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正在将
湖北省委党校的新校区和武汉市属 4所高校改
造为定点医疗点， 将一共增加 5400张床位，这
些都将用于收治已经确诊的轻症患者。

■增长是一种理念，要以这
样的理念来指导企业的行动。在
当下，信心是最重要的。

人物档案 陈春花：1964 年
生，北京大学王宽诚

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 新华都商学院理事会理事长，

曾任山东六和集团总裁，新希望六和股份有
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紧邻武汉的孝感成为“第二多”

确诊病例增增增
防疫物资缺缺缺

据新华社武汉 2 月 7 日电 截至 6 日 24

时， 湖北省孝感市确诊 2141例。 疫情数据显
示，紧邻武汉的这座城市，连续两日累计确诊
新冠肺炎病例超过黄冈、仅次于武汉，成为确
诊病例全国第二多的城市、最多的地级市。

在孝感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记者了解到，2

月 5日这天， 孝感市新增确诊病例 424例；截
至 5 日 24 时，孝感市累计确诊 1886 例，超过
黄冈市的 1807例，成为湖北、也是全国确诊病
例第二多的城市。

确诊病例为何大幅增长？孝感市卫健委副
主任戴杰群分析，主要是因为这两天集中力量
开展采样、送检、确诊，两天来共送检样本 2155

份，这些样本主要来自发热门诊隔离观察的病
人、之前由于检测能力跟不上而没有及时检测
的疑似病人。预计 6 日开始，新增病例将逐步
回落。

据了解，孝感市医用防护服、N95口罩、防
雾护目镜等防疫物资紧缺。截至 4日 12时，库
存医用物资仅能维持两日“紧平衡”；从 4日起
未来 5天医用防护服缺口 2.4 万套、N95 口罩
缺口 6 万多个、 防雾护目镜和防护面罩缺口
1.5万套、正压隔离衣缺口 2.5万件。

国务院扶贫办：及时解决突出问题

对52个贫困县挂牌督战
确保如期脱贫全部摘帽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记者 侯雪静）记者 7 日
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到， 我国将对 2019年底全国未摘帽
的 52个贫困县，以及贫困人口超过 1000人和贫困发生率
超过 10%的共 1113个贫困村进行挂牌督战， 及时解决制
约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突出问题， 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近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开展挂牌
督战工作的指导意见》， 明确要求各地各单位重点督战五
项内容：一是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保
障情况；二是贫困家庭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公益岗位新
增就业、无劳动能力家庭兜底保障情况；三是易地扶贫搬
迁入住和后续帮扶措施落实情况；四是不稳定脱贫户和边
缘户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情况； 五是中央专项巡视 “回头
看”、2019年扶贫成效考核以及各地“大排查”等发现问题
整改情况。

意见强调，挂牌督战要贯彻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
抓落实的体制机制，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挂牌督
战工作的统筹协调，研判形势，研究部署工作，组织有关力
量对挂牌县、村开展实地督导。国务院扶贫办跟踪分析各
地督战进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汇报情况，及时推动解
决。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领导小组的统
一部署开展督导，推动政策资金倾斜聚焦，指导帮助各地
解决突出问题。承担东西扶贫协作任务的相关省市和中央
定点帮扶单位切实履行帮扶责任，聚焦挂牌县、村的突出
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各相关县按照省区统
一部署，组织对挂牌村进行督战，集中优势兵力，统筹整合
资源，强化支持帮扶，确保贫困村按期出列、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

这是一张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工地的拼
版照片：上图摄于 1月 27日（无人机照片）；下
图摄于 2月 7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孝感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在城区乾坤大
道上进行消毒喷洒作业。 新华社发

———抗疫阻击战

解放访谈

知名公共卫生专家胡善联教授展望下阶段防控重点

社区防控得好，“胜仗”实现会更早

■本报记者 顾泳

防控形势是否已经见到曙光？下阶段
防控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记者日前就此专
访知名公共卫生领域专家、复旦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善联教授。

解放日报：您现在来看，前阶段的疫
情防控是否已经开始起效？

胡善联：确实如此。我们从上海的数
据来看， 确诊病例病死率约为 0.39%，从
全国来看， 病死率在 2%至 2.2%之间。在
上海， 基本 10%的患者可以治愈回家，目
前看来情况还很稳定。

我们再来看全国的病例数据。环比是个
很值得关注的数据， 近几日病例环比增长率
在慢慢减少， 如果环比能下降至 10%甚至
5%以下，就可以预测疫情爆发基本到顶了。

解放日报：返城复工近在咫尺，上海下
一阶段的防控重点应该是什么？

胡善联：我认为上海下阶段有两大任务，

其一，防止输入，其二，防止扩散。上海是比较
特别的城市， 我们终将慢慢转入正常工作生
活的阶段。从生活工作习惯来看，还是应该继
续倡导孩子居家学习， 上班族尽可能网上办
公、居家工作。不管是健康人群还是接触者，都
应持续做好自我隔离。此外，社区隔离是重点。

上海有很多社区楼宇， 社区也是上海的特色。

社区防控得好，疫情“胜仗”就会更早实现。

老百姓出门干什么？配药、买菜。针对配
药难题，目前医保系统也已改进，社区长处

方可以开足 1—2个月， 这就是很见效的措
施。针对买菜，我们也可以有的放矢改进。例
如，像盆菜一样叠起来卖，主妇们不必在菜
场反复兜兜转转，这样也能大幅减少接触。

解放日报：也有人说，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是消耗医疗公共资源的疾病， 您如何看
待？我们该从这次疫情中汲取哪些教训？

胡善联：任何传染病爆发时，都会出现
这一问题。科学的做法是，将危重症患者收
入定点医院，分清轻重缓急，疾病的病死率
就会有所下降，更多患者可以得到救治。

这次疫情为我们带来最深刻的经验教
训是，公共卫生必须预防为主。从武汉当地
的情况来看，传染病一旦爆发，病人是很难
短时期内全部治完的，目前全国已投入万余
名医护人员在武汉，如果预防为主，便无需
投入如此多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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