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助新技术服务疫情防控，帮助
实现复工复产的安全、有序很重要。
工信部近日部署加大5G、人工智能
在复工复产中的应用。佩戴口罩“刷
脸”、无接触操作、云服务……一系
列创新应用正为复工复产提供有
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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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赢得这次大考，要求我们既立足当前
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放
眼长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
疫情防控举措，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深入研究如何强化公共
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
制体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
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
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等重大问题，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
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的能力和水平。

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的能力和水平，必须抓住制度建设这
个根本，强化制度保障。要改革完善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健全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
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持续加强全科
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完善
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
防控协同机制。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
应机制，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
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健全优化重
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
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
制。要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
制度，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
药费豁免制度，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
医疗服务有效衔接。要健全统一的应
急物资保障体系，优化重要应急物资
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健全国家储备
体系，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
供应体系。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全
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
法规建设，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

要清醒看到，这次疫情警醒我们必
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野味产业”对公
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必须坚决
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
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从源
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必须系统
梳理国家储备体系短板，科学调整储备
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

“徒法不足以自行”。把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把制度意识转化为治理
水平，才能充分释放制度威力。提高应
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
平，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时刻保持如履
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既要高
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
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
险，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必须提
高制度执行力，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

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制度
指引方向、规范行为、提高效率、维护稳
定、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必须提
高工作本领，增强综合能力和驾驭能
力，学习掌握自己分管领域的专业知
识，使自己成为内行领导，增强狠抓落
实本领，积极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
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
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从灾难中总
结经验和教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民
族。在经历了这场磨难之后，我们必将
变得更加坚强、更加不可战胜。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万众一心，满怀信心，继续朝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载3月
1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武汉2月29日电 为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
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29日下
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来到军事医学前方
专家组驻地和华中科技大学，考察疫情
防控科研攻关情况，强调要以一线疫情
防控救治为导向，坚持科研攻关与临床
救治、防控实践紧密结合，不断提高防控
救治能力。

有关专家介绍了有效药物筛选和临床
试验、抗病毒疫苗研发、智能体温检测、辅助
医学影像、免疫应答等科研攻关情况。孙春
兰对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开展科研攻关表示

感谢，并详细询问了研发进展和存在的困
难。她指出，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科研人员做
了大量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分离出新型冠状
病毒并找到病原体，研制出核酸检测试剂
盒，筛选出临床有效的中药西药和诊疗方
法，为快速诊断、科学防治赢得了宝贵时间。

孙春兰强调，要坚持把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急防控
所急，为科研攻关开通绿色通道，重点在病
毒溯源、传播机理、医疗救治、药物筛选、疫
苗研发等方面加大攻关力度，加快筛选研
发具有较好临床疗效的药物，发挥中医药
特色优势，不断完善诊疗方案并加强救治
指导，依靠科学武器战胜疫情。

中央赴湖北指导组：

以科研攻关推动一线防控救治

教育部：

在线教育教学不能搞“一刀切”
据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教育部

近日就统筹做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和教
育改革发展工作印发通知，明确提出进
一步做好在线教育教学，既不能搞“一刀
切”、要求所有教师都制作直播课、所有
学生每天上网“打卡”，又要扎实推进线
上教学资源共享和教育教学方式创新。

通知要求，各地和中小学要高度重
视、认真做好“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工作。“停课不停学”是一种广义的学习，
在线教学只是方式之一，不能完全代替

开学之后的课堂教学。
通知说，高校要结合本校实际情况，

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课程类型
特点，制定一校一策、一校多策的在线教
学方案，实现特殊时期线上教学与开学
后教学有效衔接。

通知明确，根据疫情防控情况，谋划
中小学开学工作，疫情没有得到基本控
制前不开学，学校基本防控条件不具备
不开学，师生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得不
到切实保障不开学。

湖南日报 2月 29 日讯（记
者 蔡矜宜）北京时间3月1日23
时，西班牙人队将迎来保级关键
战——主场迎战马德里竞技队，
作为“专治强队”的中国前锋武
磊有望首发出场。

在北京时间 28 日凌晨结束
的欧联杯 1/16 决赛次回合较量
中，西班牙人队虽然主场 3 比 2
击败狼队，但仍无法弥补首回合
惨败的后果，总比分 3 比 6 遭淘
汰。近期状态略显低迷的武磊，
在这场比赛的第 67 分钟替补出
场，仅触球两次。

3 月 1 日回到西甲联赛，深
陷降级区的西班牙人队又将迎

来一场硬仗，主场战传统豪门
马竞。利好是，马竞本赛季的
客场战绩略显平庸，之前9场做
客仅拿到1场胜利。此役，西班
牙人队若能改善防守表现，有
希望抢到分数。

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人队
锋线新援德托马斯伤势不容乐
观，武磊首发出场的机会提升。
再加上，“武球王”擅长跑位、快
速反击，这些特点在迎战强队时
将更显威力。本赛季，武磊在西
甲打进 3 球，被他攻破大门的球
队分别是赫塔菲、巴塞罗那和塞
维利亚队，这些球队无一例外都
是西甲强队。

西班牙人今晚战马竞
武磊有望首发

创新应用为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支撑

佩戴口罩“刷脸”
精准识别并不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印发
《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
指南》提出，使用指纹考勤机的单位应
暂时停用，改用其他方式对进出人员
进行登记。用技术实现佩戴口罩“刷
脸”登记，正成为新趋势。

人脸识别并不罕见，但当脸部大
部区域被口罩遮挡，实现有效识别就
需要更加精细捕捉和精准的算法。

记者了解到，百度、腾讯等多家互联
网公司从算法和数据出发，对识别技术进
行了模型优化与体验升级，增强精准性。

工信部近日提出，支持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服务疫情监测分析、人员流动和社
区管理。同时明确将搭建数据融通平

台，对企业复工率、到岗率、开工率等
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测，提供精准服务。

无接触操作
办公环境更安全

借助人工智能进行无接触操作与服
务，科技给复工复产带来更多“安全感”。

近日，中国饭店协会、美团宣布与真
功夫、汉堡王等餐饮品牌联合落地首批

“无接触餐厅”。根据美团《无接触配送报
告》，1月26日至2月8日期间，采用无接
触配送的订单占整体单量80%以上。

用餐需要安全保障，办公环境消
毒作业也可更智能。记者从百度获悉，

2 月 14 日开始，百度在北京市海淀医
院投放无人车，负责隔离点的无接触
送餐工作。“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应对
突发公共事件、公共安全治理、城市运
行等领域都发挥重要作用。”百度CEO
李彦宏说。

云服务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日前，工信部发布通知，要求组织

开展线上培训，为中小企业送政策、送
技术、送管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云服务正
成为主要方式。

百度免费开放AI技术帮助传统企
业转型；飞书宣布向所有企业和组织免
费开放线上办公全部套件功能；中国软
件评测中心面向湖北地区免费提供软
件测试、评估、认证等29项服务……各
界为企业复工积极提供“云帮助”。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已部
署推动制造企业与信息技术企业合
作，下一步将推动企业加大相关产品
和服务的开发，做好生产协同。

（据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全球风险级别调至“非常高”

多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继续增加

（体育）（3） 网球——墨西哥
公开赛：纳达尔晋级男单决赛

在2月28日进行的墨西哥网球公
开赛男单半决赛中，西班牙选手纳达尔
以2比0战胜保加利亚选手迪米特洛夫，
晋级决赛。图为纳达尔在比赛中回球。

据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28日
至29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多
个国家扩散。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级别调至“非常
高”，一些国家采取了取消体育赛事、
禁止举办大型活动等举措加强防控。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28 日在
日内瓦宣布，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
险级别由此前的“高”上调至“非常
高”。他同时强调，全球仍有机会控制
新冠肺炎疫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随后在
纽约举行的紧急新闻发布会上呼吁，
所有国家应充分承担责任，尽一切可
能遏制新冠病毒疫情。

韩国目前新冠肺炎传染病危机预
警级别为最高的“严重”级别。韩国疾
病管理本部 29 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当地时间 28 日 16 时至 29 日
9 时，韩国新增 594 例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新增死亡3例，累计确诊病例增
至2931例。

截至29日上午，日本国内确诊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合计236例，加上“钻石公
主”号邮轮的确诊病例705例，日本累计
感染病例已达941例。目前，日本47个
都道府县中已有23个报告感染病例。

伊朗伊斯兰议会宣布，受疫情影响，
伊朗议会28日暂时关闭，重开时间另行
通知。截至28日晚，伊朗已确诊388名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共34人死亡。

阿塞拜疆 28 日确诊首例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确诊者为 1名 23岁的男
性俄罗斯公民，近日经陆路由伊朗进
入阿塞拜疆。目前该患者已经被隔离
收治。

意大利近日确诊病例数迅速攀
升。截至当地时间 28日 18时，意大利
的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增至 888
例，比前一日的 650例增加了 36.6%。
目前意大利报告了21例死亡病例。

墨西哥卫生部 28 日在首都墨西
哥城召开新闻发布会确认，墨西哥确
诊3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3人互为工
作伙伴，均有意大利旅行史。

巴西于2月26日公布1名确诊病
例，为拉美地区首例。

丹麦国家卫生局28日发布公报证
实新增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这
是丹麦24小时内确诊的第2例病例。

以色列卫生部28日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当天新增4例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截至 28 日，以色列累计确诊 7 例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阿联酋阿布扎比卫生局 28 日宣
布，2 名意大利自行车骑手确诊感染
新冠病毒，导致 2020 环阿联酋公路
自行车赛剩余赛段比赛被取消。阿联
酋卫生和预防部尚未正式宣布把这2
名病例列入总病例名单。截至 28 日，
阿联酋正式宣布的确诊病例为19例，
其中治愈5例。

英国 28 日报告新增 4 例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英国卫生部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截至 28日，英国共对 8986
人进行了新冠病毒感染的相关检测，
其中共有20人被确诊。

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耶·韦朗28
日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较前一
日新增19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累计
达57例。

德国自25日以来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数增长也较快，疫情波及6个联邦州。
截至记者发稿时，德国累计确诊病例已
超过60例，其中16例治愈出院。

瑞士联邦委员会28日宣布，考虑
到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即日起至3
月15日以前，禁止在瑞士境内举行千
人以上的大型活动。据瑞士官方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瑞士已确诊15例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均为输入型病例。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

进一步指导各地落实
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

据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2 月 28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
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就进一步指导各地准确分
析把握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落实分
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湖北省和武汉市要全面加强疫情防
控，继续实施“严格管控、外防输出、内防
扩散”策略，紧紧扭住城乡社区防控和患
者救治两个关键，继续实行严格的离汉离
鄂通道管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输
出。加强力量薄弱地区防控，坚决做到应
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切实提高收
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北京市要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策略，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充分发挥

严格进京管理协调机制作用，加强京津冀
地区联防联控，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广
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协同防控，全面落
实疫情防控期间严格进京管理若干措施，
引导外地人员逐步有序返京。

湖北省周边省份及浙江省、广东省、黑
龙江省等重点省份要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和局部暴发、分类指导”策略，坚决遏制疫
情上升势头，阻断疫情蔓延。湖北省周边省份
要主动与湖北省建立省际联防联控机制，既
要防止湖北省疫情向周边省份蔓延，也要做
好对湖北省物资、人员援助及交通保障。

全国其他地区要以县域为单位，实施
“预防为主、外防输入、内防局部扩散”策
略，继续落实“四早”措施，精准检测、追踪
到人、随访到户，确保重点对象登记在册，
异常情况及时处置，防止疫情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