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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拨付 2.5 亿元专项帮扶资金
保障疫情期间困难职工基本生活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记者 25 日
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总日前下发《关
于拨付 2020 年中央财政专项帮扶资金保
障疫情期间困难职工基本生活有关事项
的通知》，下拨 2.5 亿元中央财政专项帮扶
资金，
用于保障疫情期间困难职工生活。
通知指出，各地工会要对建档的深度
困难职工发放疫情期间生活补贴。帮扶
资金下达各省（区、市）总工会后，各地要

简化程序，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由帮扶中
心及时发放到困难职工家庭。对工会建
档的深度困难职工坚持应发尽发，做到全
部覆盖、保障到位。
通知要求，各地工会要结合疫情期间
困难职工生活需求和物价上涨情况，加大
对困难职工生活帮扶力度，切实保障常态
帮扶到位。要加大地方财政、工会经费、
社会捐助等配套资金筹措，结合当地实际

可对深度困难职工增发疫情期间生活补
贴，适当提高补贴标准；可将刚脱困一年
内的困难职工家庭、感染新冠肺炎职工和
病亡职工家属纳入发放范围。增发标准
和增发对象可一事一议，履行有关程序研
究确定。
通知表示，要防范返困返贫发生。将
受疫情影响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职工纳
入政府救助覆盖范围；对感染新冠肺炎

职工家庭要确保基本生活；对于受疫情
影响无法就业、收入下降导致基本生活
困难的职工，要推动纳入政府救助范围；
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还未覆盖的职
工，要予以临时帮扶。要加大职工服务
力度，关心关爱医务人员、救援人员、公
安干警、基层工作人员、志愿服务者等疫
情防控一线人员，联合社会力量提供心
理疏导服务。

武汉 100 余条公共交通线路恢复运营
新华社武汉 3 月 25 日电 记者 25 日
从武汉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为解决外省来
鄂来汉人员及复工复产人员市内交通出
行，从 3 月 25 日起，武汉恢复 117 条公交
线路运营。从 3 月 28 日起，恢复 6 条轨道
交通线路运营。
据悉，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日前发布通告，就解除离
鄂通道管控和武汉市复工复产作出安排，

提出“外省来鄂来汉人员凭外省健康码或
湖北健康码‘绿码’，在全省范围内安全有
序流动”
。
为无缝对接武汉三大火车站，解决外
省来鄂来汉人员及复工复产人员市内交
通出行，经请示行业主管部门，自 3 月 25
日起，武汉恢复共计 117 条公交线路运
营。这些线路包括汉口、武昌、武汉等三
大火车站始发的 42 条公交线路；中心城

区（含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
技术开发区）75 条区域公交线路（含微循
环公交线路）。投放的公交运力为全网运
力的 30%，
后期根据客流情况，
对运力进行
动态调整。从 3 月 28 日起，恢复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线、3 号线、4 号线、6 号线、7 号
线运行。恢复运行的公交、地铁线路的开
收班及运营时间，
按车站公示时间实施。
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说，乘

客乘坐公交车和地铁出行时，必须佩戴口
罩、依次排队测温，按照安全管理要求实
名登记、扫码乘车。未取得湖北健康码
“绿码”的外省来鄂来汉人员，可凭外省健
康码乘坐公交车和地铁，同样实行实名登
记、扫码乘车。此外，为最大限度减少易
感人群的风险，倡导 65 岁以上老人以及
非必需出行人群暂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出行。

杭州余杭这趟专列迎回千余名湖北籍员工
新华社杭州 3 月 25 日电 24 日 20
点 07 分，老家位于湖北荆州的刘凯带着
家人乘坐 D2248 次“余杭专列”到达杭州
东站。
这趟复工专列从湖北恩施出发，途经
并停靠宜昌东、荆州、仙桃西、麻城北 4

站，最终载着 1291 名湖北籍乘客到达杭
州，他们是杭州市余杭区的企业职工及职
工家属，
其中湖北籍员工逾千名。
“之前虽然能够网上远程办公，但我
们运营工作在跟厂商、客户对接上沟通效
率还是会有滞后，而且其他同事已经到岗

一个多月了，我也很着急。”刘凯说，本来
打算包车回来，现在不需要车票，凭身份
证明、绿码就能上车，
很方便。
据了解，此次专列的返岗人员涉及阿
里巴巴、春风动力、老板电器等逾 370 家
企业，其中有 400 余名员工来自阿里巴巴

集团，为相关企业解了复工复产的“燃眉
之急”。
记者了解到，这是湖北省复工以来，
首个由区县组织开设的湖北复工高铁专
列，并打破了湖北境内宜昌、荆州等地多
个火车站的
“封闭”状态。

意大利实施更多举措应对疫情
据新华社罗马 3 月 24 日电 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
人数和病亡人数24日继续攀升，
意政府当天进一步加强了
全国
“封城”
措施的执行力度，
也动员更多力量抵御病毒。
意总理孔特 24 日说，内阁已通过一项新法令，对违
反政府“封城”令者处以 400 欧元至 3000 欧元罚款。新
法令还授权各大区主席必要时有权在本区实施更严格管
控措施。孔特说，
“封城”
措施将实施到 4 月 3 日。
根据目前实施的“封城”令，除外出购买食物、去药
店、遛狗、上下班（仅限于医疗、食品等关键行业）外，不允
许居民离家，也不允许跨城镇旅行。
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投资促进署首席执行官、新冠
肺炎疫情应急委员会特别专员阿尔库里说，意大利一些
时装公司已同意转产口罩，每月生产可达 5000 万个，这
将能满足月均 9000 万个口罩用量的一半以上。
根据意大利官方宣布，截至 24 日意大利累计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升至 69176 例，累计死亡病例 6820 例，治愈
病例 8326 例。

英国政府将建临时医院
据新华社伦敦 3 月 24 日电 英国卫生部 24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累计达 8077 例，
较前一天公布的数字增加 1427 例；累计死亡病例升至
422 例。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在当天的例行疫情通报
会上表示，伦敦的 ExCel 会展中心将被改建成一个拥有
4000 个床位的临时医院，
用于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汉考克表示，已有 11788 名前医护人员响应了英国
政府号召重返岗位。从下周起，
还有超过 2 万名医学和护
理专业应届毕业生加入
“抗疫一线”
。汉考克同时表示，
将
征募 25 万名志愿者帮助送药和为医护人员提供帮助。

印度宣布在全国实施“封城”
据新华社新德里 3 月 24 日电 印度总理莫迪 24 日
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从当天午夜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为期 21 天的
“封城”措施，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莫迪说，实施“封城”措施期间，
“每个村庄和每条小
巷都将严格实施封锁”。他要求民众取消一切社交活动，
除购买生活必需品等特定情况外一律不要外出。
莫迪说，病毒传播速度极快，隔离是遏制病毒传播的
唯一办法，因此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封城”措施。
莫迪宣布印度中央政府将拨款 1500 亿卢比（约合
21 亿美元）用于购买医疗设备和防护装备，并加强对医
护人员的培训。
据印度卫生部 24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 18
时，印度新增 86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
519 例，
治愈 40 例，死亡 9 例。

俄将扩大向伊朗出口农产品
据新华社莫斯科 3 月 24 日电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
夫 24 日与伊朗外长扎里夫通电话时说，俄方将扩大向伊
朗出口农产品。
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24 日发布的公告，两国外长在
通话中强调，将继续加强俄伊两国经贸联系，尤其是在当
前美国对伊朗实施单方面非法制裁的情况下，俄方将扩
大向伊朗出口伊方急需的农产品。
公告说，两国外长还就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交换了意
见，同意加强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合作。俄方坚决主张，美
国应立即撤销对他国实施的非法制裁，因为这些制裁不
利于全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湖北铁路客运站
有序恢复运营
3 月 25 日，旅客在潜江市火车站排队
上车。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 3 月
24 日晚发布通告，25 日零时起，恢复办理
湖北省境内除武汉市 17 个铁路客站外的
到达和出发业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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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们去广场参加欢送仪式了，玉滒
和员工们一起，在酒店门口排了个送别方
阵，边看直播边等待。
近了、近了！看到在交警护卫下，行
驶过来的大巴车，玉滒和员工们激动地把
手举起来。
滴……喇叭响起、车速减慢、队员们
站起身，比心、挥手……玉滒忍了很久的
眼泪，
留了下来。
滴……滴……滴……8 辆大巴车，经
过酒店时，都响起喇叭、减慢速度，玉滒知
道，这是云南亲人们在和他们道别。
怎能不舍？队员们还记得：1 月 27
日，酒店的服务员很多都放假了，玉滒把
许多老员工喊了回来，有些活甚至亲自上

手。那天 100 多名医疗队员来到酒店后，
吃上了热饭，也住上了干净的房间。
怎会不舍？队员们不能忘：当时咸宁
还有些冷，不能开中央空调，玉滒就给每
一个房间配电热毯；看到队员们手都裂开
了，玉滒发动全城捐护手霜，为了拿回酒
店独自一人来回奔跑在空旷的街道中五
小时；元宵节，玉滒给大家送鲜花、送汤
圆、送惊喜；给队员们过集体生日，送上生
日长寿面。
留在云南医疗队博物馆里的回忆
在维也纳酒店一楼的电梯口，有一个
愿望墙，
“我想吃菠萝饭”
“我想吃烧饵块”
“我想吃过桥米线”……一个个小小的便
签，代表队员们战胜疫情的憧憬，这是玉

滒的创意，队员们写下愿望，玉滒都会尽
最大努力去实现。
“队员们就是怕麻烦我，故意在写愿
望时不提具体要求。”玉滒说，其实开始向
云南队员们请教做云南菜时，他们并不愿
意教她。
“她们怕麻烦我们，总是说已经吃得
很好，住得很舒服了。”玉滒告诉队员们，
学习做云南菜，不只是为了他们，也是为
了酒店以后能增加特色，
队员们才答应。
22 日下午，队员们一下飞机，就给玉
滒报平安，他们还要住进酒店隔离 14 天；
23 日，有队员告诉她，一觉醒来，以为还在
维也纳酒店；还有队员说“这里吃得住得
都没你那里习惯”
。
听着这些，玉滒又哭了，
“ 这几天，我

的泪点不知道怎么这么低，我可是玉滒，
几十年都没哭过的。”
为了以后和云南亲人们更好地来往，
玉滒一直有个计划，等疫情结束，要在咸
宁开一个云南餐厅，让云南亲人们在咸宁
真正意义上有一个家。
玉滒的计划还不止这个，在医疗队员
入住酒店期间，她就开始搜集写有捐赠名
称的云南捐赠物品的纸箱，云南医疗队队
员的袖标、云南医疗队队旗、云南医疗队
员的签名、云南医疗队队员离开时留下的
小纸条、水、消毒液、酒精……只要和云南
医疗队员有关，能够留下的，她一个都不
放过。
玉滒说，要在咸宁建一个和云南医疗
队员有关的小型
“博物馆”
。

市生态环境局开展
“执法+服务”
全力支持企业绿色发展
本报讯 日前，咸宁市生态环
境局印发了《咸宁市生态环境局“执
法+服务”活动方案》，成立了 7 个分
别由局处级领导带队，各分局及相
关科室负责人参与的服务小分队，
对全市 14 家涉疫情防控药品、医疗
器械、医疗机构、医废处置及民生保
障企业（单位）开展“执法+服务”活
动。
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李林刚
说，
“执法+服务”活动是我们在长期
的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工作中探索提
炼 出 的 新 理 念 ，开 拓“ 在 执 法 中 服

务，在服务中执法”和“事前主动服
务、事中常态监管、事后规范执法”
新思路。主要目的是“两个树立，两
个提升”，即牢固树立执法人员为企
业服务意识，牢固树立企业环保主
体责任意识；提升执法人员业务水
平，提升企业治污能力和环保管理
水平。引导企业走创新发展、绿色
发展之路，打造更多的国家级“绿色
工厂”、
“ 绿牌企业”和“环保标杆型
企业”
。
2019 年，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在
全省率先推出支持企业绿色发展驻

点服务活动，取得良好成效和社会
反 响 ，也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工 作 经 验 。
2020 年，该局将继续扩大战果，进一
步完善活动机制，厘清思路，补齐短
板，打响擦亮“执法+服务”活动品
牌。通过开展现场调研，现场解决
问题；邀请第三方专业环保公司和
资深技术专家组进行“专家会诊”，
深入剖析解决治污难题；开展企业
专业培训，提高企业环保管理和治
污水平；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实行分
类管理，
不断提高环保管理效能。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杨龙文表

示，开展“执法+服务”活动，是贯彻
落实生态环境部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一项重要举措。贴心做好企业结
对帮扶工作，帮助医疗机构、疫情防
控物资和民生物资保障企业解决治
污难题，推进企业顺利复工复产，进
一步保障疫情防控和绿色经济发
展。
(明聪)

遗失
声明

3 月 25 日，在日本东京浅草，
部分行人戴口罩出行。
截至当地时间 25 日 10 时 30 分（北京时间 9 时 30 分），
日本累计确诊新冠肺炎 1212 例，24 小时新增 72 例，其中
东京都累计确诊 171 例，新增 17 例。全国和东京都单日
新增确诊人数均创新高。
据新华社

赤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遗失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2 张，号码：001864821-001864822，
特声明作废。
徐机灵遗失崇阳县路口镇崇通路 262 号的个体工商
户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1223MA4AQQ3K92，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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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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