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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聚焦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卢超群）今天，平江县第二
批小学生报到上课。至此，该县 13 万
余名中小学生依次错峰返校复学。

平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学校
开学复课防疫工作，县委书记、县长
专题研究部署疫情防控期间开学工
作；成立疫情防控期间复学工作领导
小组，加强复学防疫工作的联防联控
和应急处置，为全县每所中小学校配
备至少一名专兼职校医，协助学校做
好卫生防疫、测量体温等工作。县卫
生、疾控等部门对学校教职工开展防

疫专业培训近 500 人次，大爱平江扶
贫助困慈善协会、县供销系统、太平
洋保险、碧桂园、天添美日化等爱心
组织捐赠价值 400 多万元的口罩、喷
雾器、消毒液、医用酒精等防疫物资。

同时，平江县组织心理健康教育
专家或教师，开展心理问卷调查10余
万人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200 余场
次，重点加强对全县学生心理干预和
关爱帮扶。建立控辍保学工作台账，认
真做好疑似辍学学生的劝返复学工
作，确保应返尽返。截至4月20日，全
县没有一名学生因贫困疫情失学。

平江13万余名中小学生返校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记者 段涵
敏）春季是鼠类繁殖高峰时期，也是蟑
螂、蚊蝇开始繁殖的时节。记者今天从
湖南省疾控中心获悉，各地正抢抓有利
时机，按照环境治理为主、药物消杀为
辅的综合防制原则，结合环境卫生整治
活动，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的方式，集中开展春季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降低媒介传播疾病发生流行风险。

省疾控中心病媒生物控制科科长黄
谊介绍，病媒生物防制是爱国卫生运动

的重要内容之一。蚊子、苍蝇、老鼠、蟑螂
都是病媒生物，它们会直接或间接传播
疾病，例如蚊虫叮咬就可以传播流行性
乙型脑炎、疟疾、登革热等近10种疾病；
而老鼠身上携带着大量病菌，可能会引
发流行性出血热、鼠疫等传染疾病。

据悉，从病媒生物种类监测，到病媒
生物的季节消长，再到各种病媒生物对常
用卫生杀虫剂和灭鼠剂的抗药性水平监
测，我省病媒生物监测正逐渐向常态化发
展。目前，我省有长沙、郴州、株洲、娄底等

四个国家级病媒生物监测点，通过监测，
可以了解本地病媒生物的种类和密度，预
测本地病媒生物疾病暴发的风险，制定合
理的控制方案，选用合适的控制药物和器
械。今年，长沙、株洲、湘潭、衡阳、怀化、娄
底等6市积极参与全国登革热监测项目，
争取用一年的时间，理清本地伊蚊幼虫出
现时间、叮咬规律、孳生地类型、成（幼）虫
对常用卫生杀虫剂的抗药性水平，以期更
好地防控我省登革热疫情。

目前，全省各地通过发放病媒生物控

制药品，进行病媒生物防制知识宣传，提
升群众对病媒生物和病媒防制措施知识
的了解；发动群众翻盆倒罐、清除积水、疏
通沟渠、杀灭蚊蚴，并大力清理垃圾死角，
加强对生活垃圾的管理，做到密闭收集、
及时清运、日产日清，消除病媒生物孳生
环境；指导和督促农贸市场、餐饮店、食品
加工点、建筑工地、废品收购店等重点行
业单位和场所，规范设置防鼠、防蝇设施
以及灭鼠毒饵站，最大限度降低病媒生物
密度，有效预防媒介疾病的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大家撸起袖子干起来，别放过任何
一个角落。”4月20日下午，长沙市芙蓉区
马坡岭街道麻纺厂小区，身着红马甲的社
区党员志愿者挥动扫帚清理垃圾，并对小
区公共区域、居民楼栋进行消毒杀菌。

麻纺厂小区是上世纪 80 年代建的
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居民年龄普遍偏
大。“近几天风大，院子里掉落的树叶
多。社区好几次组织党员志愿者过来打
扫卫生，让小区变得干干净净的。”70岁

的居民陶明德竖起大拇指说。
今年4月，结合疫情防控，长沙市广

泛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包括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清洁长沙”行动。4月初开始，
马坡岭街道开展大扫除，街道党员、志
愿者共120余人参加。目前，该街道已对
辖区内公共场所、安置房等共计20余万
平方米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在23个居民
小区投放了春季灭鼠、灭蟑螂药物；清
理卫生死角，共清除垃圾堆物12吨。

在湘江河畔，长沙市第四医院的党员干
部也行动起来，戴上手套、拿起夹子火钳，沿

江将烟头、槟榔壳、饮料瓶等垃圾清理干净。
“让爱卫行动嵌入你我生活。”围绕

爱卫月主题，长沙市妇联组织开展美丽
家园创建活动，推动妇女从家庭做起、
从改变生活和卫生习惯入手，净化绿化
美化自家庭院，并将活动与“文明家庭”

“最美家庭”等创建活动结合起来，依托
妇女之家、宣传栏等阵地，向广大妇女
及家庭宣传环卫与健康知识。一批“巾
帼志愿者”队伍陆续成立，她们拿着小
喇叭，深入社区村组，广泛参与城乡环
卫整治行动，推动城区垃圾和污水治

理、村容村貌美化靓化、厕所革命等。
“复学复课以来，我们开展了复学环

境清洁消毒行动，组织动员青年志愿者
和青年社会组织，配合学校做好教学楼、
食堂、宿舍等公共区域清洁消毒工作。”
共青团长沙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4月初
以来，他们组织开展了“长沙蓝”青少年
垃圾分类公益志愿服务以及“点点环保
好少年”“点点环保好中队”寻访活动等。

长沙各地还各显其能，推出一系列
创新活动。4 月 8日开始，芙蓉区定王台
街道黄泥街社区将“环保超市”开到居
民“家门口”，通过以废弃口罩换绿植，
引导居民正确处置废弃口罩，增强垃圾
分类与环保意识。“废弃口罩别乱扔，5
个可兑换一盆多肉植物，10个可兑换一
盆绿萝，15个可兑换一盆长寿花。”社区
工作人员陈望芝向居民介绍。

“让爱卫行动嵌入你我生活”
——长沙广泛开展爱卫月活动见闻

湖南日报 4月 21日讯（通讯员
李青霞 记者 李传新）正在印度洋执
行远洋航行任务的中国籍吴船长（化
名）近日突发眼部不适，因疫情原因
无法上岸就诊，其所在船务公司通过
国际 SOS 救援中心联系到爱尔眼科
医院集团。该集团迅速组织专家进行
远程诊疗，为他提供专业服务。

3 月 24 日，吴船长左眼出现红
肿，有摩擦感症状，在自行使用滴眼
液3天后，眼部症状并无缓解，反而出
现畏光、疼痛、影响睡眠等情况，视力
急剧下降，连近在15厘米地方的东西
都看不清。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
延，多地拒绝船只靠岸。吴船长所在
的船务公司迅速与国际 SOS 救援中
心联系，希望能在吴船长上岸诊治
前，为其开展专业眼科医生的远程诊
疗服务。国际SOS救援中心联系了长
期合作伙伴爱尔眼科医院集团。

收到患者请求后，3 月 28 日一
早，北京爱尔英智眼科医院眼表角膜
科主任刘畅为吴船长开展远程诊疗。

在了解其有虹膜炎病史、目前左眼结
膜充血的情况后，刘畅初步判断吴船
长左眼前葡萄膜炎可能性最大，但葡
萄膜炎分前部、后部及全葡萄膜炎，
因无法查到眼底情况，暂不能排除眼
底是否存在病变。刘畅建议先局部应
用眼药水治疗，并将药的名称通过远
程诊疗平台发送给患者。

4 月 8 日凌晨，吴船长再度联系
北京爱尔眼科医生，表示左眼突然
出现两个黑点，随眼球转动，有时影
响视力，偶尔有闪光感。吴船长十分
担心，怕出现视网膜脱离。北京爱尔
眼科医生一边安慰吴船长，一边与
国际 SOS 救援中心联系，并在第二
日清晨再次安排远程诊疗服务，给
出了专业治疗意见。用药后数日，吴
船长结膜充血缓解，眼痛消失，视力
逐渐好转。

目前，患者仍与爱尔眼科医生保
持联系，视力也在逐步恢复中。一旦
有条件上岸，将立刻前往专业眼科机
构进行诊治。

国际SOS携手爱尔眼科

远程救助
印度洋上的中国船长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记者 刘
燕娟 通讯员 蒋伟）记者今天从省纪
委监委获悉，岳阳市委原书记刘和生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
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和生，1962年1月出生，湖南祁
东人，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0年10月至2001年12月，任攸县
县委书记；2001 年 12 月至 2006 年 6
月，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

2006年6月至2013年5月，历任娄底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娄底市委常委、市
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2013年5月至
2015年5月，任郴州市委副书记、市委
党校（市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校

（院）长；2015年5月至2019年12月，
历任岳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
长，岳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9年12月至今任湖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岳阳市委原书记刘和生接受审查调查

湖南日报4月 21日讯（记者 李传
新 通讯员 刘叶 石荣）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门诊近日接诊了一位 5 岁男孩。该
男孩久宅后疯玩了一场，膝关节疼痛难
忍，被诊断为髋关节滑膜炎。儿科专家提
醒，疫情防控期间，儿童进行户外活动
时，应做好个人防护，不要过量运动。

省第二人民医院薛亦男主任医师介
绍，儿童阶段的关节囊未发育完全，较松
弛，当孩子活动度大、运动量大时关节囊
容易受到牵伤或挤压，从而引起炎症反
应。儿童滑膜炎常见的是髋关节滑膜炎。
其临床症状常常表现为单侧髋关节或腹
股沟疼痛，部分患者可表现为大腿中部
或者膝关节疼痛。春夏季发病率高于秋
冬季，3至10岁的儿童比较常见，其中男
孩多于女孩。大多数孩子在发病前一周

左右患过感冒。为预防儿童滑膜炎的发
生，薛亦男提醒广大家长注意以下几点：

1.加强体育锻炼，但一定要适量。适
当的体育锻炼尤其是关节运动，可以减
轻和预防滑膜炎。

2. 避免长期、过度、剧烈运动，特别
是得过滑膜炎的儿童应避免下肢的大幅
度外展、内收等动作，以防止滑膜炎的再
次发生。

3.及时治疗关节损伤。
4. 控制体重，过重体重会加速身体

关节软骨的磨损。
5.饮食上应避免高糖分、高热量、高

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可以适当地多吃
蛋类、鱼虾类、豆类等富含蛋白质的食
物，以及新鲜水果、蔬菜等富含维生素的
食物。

湖南降低媒介传播疾病发生流行风险

集中开展春季病媒生物防制

5岁男孩久宅后“疯”玩一场，膝盖疼痛难忍。专家提醒——

儿童户外活动要做好个人防护

防疫有我 爱 卫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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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值班老师收到了周兴浩同学从浙江宁波寄来
的6000个一次性防护口罩。周兴浩是该学院在读研究生，得知学院正在进行开学的
相关准备工作，特意通过父亲所在的公司购置了一批口罩捐赠给学院。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陈希 摄影报道

图为4月20日在美国休斯敦拍摄的一个炼油厂。 新华社发

史无前例！

纽约原油收于每桶

-37.63美元

制图：张杨

纽约原油期货
为何罕见跌为负值

分析人士认为，原油期货市场之所以
出现这一罕见局面，一方面是因为5月份交
货的合约即将到期，交易员被迫平仓以免
在没有库存容量的情况下购入实物原油，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石油市场供需基本面极
度糟糕。

瑞银集团石油分析师乔瓦尼·斯陶诺
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5月份交货的西
得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大幅走低是由
于该合约即将在21日到期，其成交量走低。

KKM金融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夫·
基尔伯格表示，纽约原油期货5月份交货和
6月份交货的合约价差现在达到历史最高水
平，这是5月份合约即将到期与油价历史性
暴跌叠加造成的。

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以及多个市场研究机构均认为，由于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减产协议尚未开始执
行，而新冠疫情下原油需求骤减，4月份是世
界原油市场供应过剩最为严重的一个月。

斯陶诺沃说，原油期货主流合约下跌
反映出石油市场二季度供应严重过剩。西
得克萨斯轻质原油现货价格目前为每桶10
美元左右，而一些加拿大油价指标已经跌
至零以下。斯陶诺沃认为，随着石油库存今
后几周继续走高，6月份交货的原油期货价
格很可能继续承压。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
和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价格走势
均反映出后市库存将史无前例地增加。

（据新华社纽约4月20日电）

背景分析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受美国石油市场供应严重过
剩、合约即将到期前强制平仓等多
重因素影响，纽约油价20日历史上
首次跌至负值，5月交货的轻质原
油期货价格暴跌，收于每桶-37.63
美元。原油“倒贴钱”，反映出新冠
疫情之下的美国经济问题，给美国
油气行业敲响警钟。

负油价只是北美原油市场的
特有现象。从全球原油市场来看，欧
佩克与俄罗斯等产油国日前刚达
成空前规模的减产协议，全球基准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因此获得支
撑。20日当天，6月交货的伦敦布伦
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25.57美
元。美国股市评论员、前对冲基金经
理吉姆·克莱默当天说，纽约油价暴
跌是美国经济“出问题”的反映。

当前，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
活动严重萎缩，美国经济也陷入“停
摆”，各种出行限制措施和停工停产
使北美市场原油供应严重过剩，纽约
原油期货交割地美国俄克拉何马州
库欣地区的库容日趋紧张。虽然由于
5月份原油期货合约在21日将被6月

份合约替换，实际上以负油价交割的数量比较
有限，但“倒牛奶”风险仍笼罩美国油气行业。

自本轮油价下跌以来，美国油气行业面
临巨大经营压力，负油价的出现无疑将雪上
加霜。美国页岩油革命以来，各大油气公司
每年投入巨资勘探开发油气资源，产量大幅
增加推动油价总体呈下降趋势。但美国油气
公司长期看重产量、忽视投资回报，这一问
题在本轮油价大跌中暴露无遗。近来，美国
油气公司要么被迫削减资本开支，要么申请
破产保护，行业面临空前挑战。

为帮助油气行业缓解压力，美国主要产油
地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均在酝酿州层
面的强制减产措施。监管部门还在考虑更多措
施，帮助油气行业降低成本或改变商业模式。

目前来看，全球原油需求恢复道阻且长。
面对负油价发出的警示信号，除美国油气行
业自身求变之外，美国政策制定者也应意识
到加强国际合作、与各国携手尽快控制疫情、
重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新华社纽约4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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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由于美国石油市场供应严重过剩，合约即将到期和减产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

价格在4月20日首次跌至负值。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下跌
55.90美元，收于每桶-37.63美元，跌幅为305.97%。随后，由于市场即将正式切换主力合
约，油价回升至每桶1美元上方。

美油期货跌到负值
对国内影响几何

新华社记者 刘开雄 刘羊旸 陈云富 王默玲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惨遭“腰斩”，纽约原油期
货5月合约价格更是在4月20日跌为负值——卖
方不仅不能收取费用，每桶原油还会“倒贴”37.63
美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从期货市场来看，5月份的交割合约4月21
日就将到期，但目前这一合约的持仓量仍超过10
万手，持仓多头在此前 5 月份和 6 月份合约价差
拉大的情况下迟迟未移仓减仓。”国泰君安期货
原油研究总监王笑说。

美国市场交割要求必须有实物的转移。此次
5 月合约在交割日前一天出现如此“惨烈”的局
面，反映出了市场买卖双方都不愿意接手即将交
割的原油——空头库存堆不下了，急着交割出
货；多头对油价预期差，如果交割还要面临高额
的仓储费和额外的物流成本。

“美油期货价格跌到负值，反映了在物流费高、
仓储费高、油价预期差三个因素作用下，多头不愿
意交割的情况。”长江期货分析师施佳音认为，现在

美国市场供应大幅过剩，交割地库容几近订满。多
头交割后要把货物运出交割地，会有额外的费用；
空头急于出货，过剩的产量在推高仓储费。

油价跌到负值，就意味着原油的运费、仓储
费已经超过了油价本身。“目前在全球原油库存
压力加大、仓储费用上涨的情况下，大量买入原
油合约的多头即使进入交割，参与交割的原油也
将无处存放。”王笑说。

“油价为负是否说明加油不仅不要钱，反而还
能赚钱了呢？”面对这样的疑问，业内人士表示，目
前市场所谓的“国际油价”代表的只是期货价格，
而不是现货价格，原油期货合约是有生存周期的，
到月度合约的最后交易日后就要进行实物的交
割，市场关注点将自然转移到下一个合约上。

当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
经贸活动严重受阻，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这都为
全球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
前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为上世纪30年
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衰退。在需求大幅锐
减的冲击下，包括原油、有色金属等在内的生产
资料价格大幅下跌在所难免。

国内油气行业专家表示，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对国内原油产业链的影响利弊兼有。一方面国际
油价大跌可以降低石油进口成本，同时降低国内
能源价格，进而降低物流和工业生产成本；但另
一方面，油价大跌会对国内油气勘探开发产业造
成冲击。在国内也同样面临炼化销售环节库存高
企的问题，高库存压力必将反向传导至上游，对
国内油气产业链形成冲击。

“我们并不寄希望于油价的短期反弹，目前
正积极通过调整设备维修期、改进产品线、拓展
国内外市场来缓解经营压力，做好打持久战的准
备。”上海一家石油化工企业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