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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

我国阶段性提高
每月价格临时补贴标准1倍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

者安 蓓）记者8日了解到，我国
将阶段性加大社会救助和保障标
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价
格临时补贴力度。各地以现行联
动机制测算的补贴标准为基础，
阶段性提高每月价格临时补贴标
准1倍。执行期限为2020年 3
月至6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
当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
性价格临时补贴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当前形势下，对低收
入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加大保
障力度十分紧要。各地要在认
真执行《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
联动机制的通知》规定基础上，
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以及
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纳入联动

机制保障范围。执行期限为
2020年3月至6月。

通知明确，对城乡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
助的优抚对象提高补贴标准的增
支资金和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纳入保障范围的增支资金，
由中央财政通过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分地区给予补助，其中东
部地区补助30％、中部地区补助
60％、西部地区补助80％；对领
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和领取失业补
助金人员的增支资金，从失业保
险基金中列支。其余增支资金，
由地方财政予以保障。

通知要求，各地要充分利用
信息化手段提高会商、报审等各
环节工作效率，尽可能缩短发放
时间，务必做到20个工作日内足
额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我国医疗物资产能
已基本满足国内需求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
者安 蓓 温竞华）工业和信息化
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8
日说，目前我国医用防护服、医用
防护口罩、医用隔离眼罩/医用隔
离面罩、测温仪、呼吸机产能已基
本能满足国内需求。

曹学军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4
月5日，我国一次性医用防护服日
产能达到150万件以上，医用N95
口罩日产能超过340万只，重点跟
踪企业医用隔离眼罩/医用隔离面
罩日产能达到29万个，全自动红
外测温仪日产能1万台，手持式红
外测温仪日产能40万台。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
黄利斌说，在保障国内疫情防控
的同时，我国企业正加班加点，千

方百计为全球抗疫提供支持。“我
们愿意对有关国家和地区提供力
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鼓励企业
用高质量的中国产品去服务国际
社会。”

黄利斌说，同时也应看到，在
庞大的国际需求面前，中国能力
是有限的，同时还有诸多因素制
约中国医疗物资产能的发挥和供
给能力的提升。比如，防护服全
球保供受到中外质量标准、使用
习惯等差异的制约。

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
局近日出台规定，要求出口的检
测试剂、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
呼吸机、红外测温仪等5类产品
必须取得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相关
资质，符合进口国（地区）质量标
准要求。

三大运营商联合发布
《5G消息白皮书》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
者高 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8 日联合发布了《5G
消息白皮书》。白皮书根据5G
技术新特点和新理念，提出了
对 5G 消息生态建设的若干构
想，将推动传统短消息服务加
速升级。

据运营商有关负责人介绍，
5G消息业务是终端原生基础短
消息服务的全新升级。5G消息
可为个人用户打破传统短信对每
条信息的长度限制，实现文字、
图片、音频、视频、位置等信息的
有效融合；5G消息将为企业提
供与个人用户之间的信息交互
接口，企业可通过文字、语音、选
项卡等多种媒体方式向用户输
出个性化服务与咨询。例如，在
与12306的对话中，用户可以通
过发送语音或文字、点选关键字
的形式，快捷实现车票预订、支
付、改签等操作。

据了解，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

会GSMA已计划将5G消息纳入
5G终端必选功能。未来，用户新
购5G手机或将现有4G/5G手机
升级，即可便捷使用5G消息服
务。目前，中兴、华为、小米、三
星、OPPO等企业都对5G消息业
务给予了全面肯定与期待。

中国移动副总经理董昕表
示，5G消息是全球运营商的共同
选择，基于统一GSMA RCS标
准，将为客户带来多媒体消息、商
业类消息、智能化消息以及互动
式服务、安全防伪等全新体验。

此次白皮书的发布，展现了
三大运营商大力发展5G消息业
务的能力与决心。据了解，下一
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将与全球运营商、产业合作伙
伴通力合作，将5G消息业务打
造成为多终端支持、广用户覆盖、
多行业赋能的5G普适性信息通
信服务，以促进消息类业务价值
提升，驱动全球5G产业生态繁
荣发展。

塔里木盆地
获重大油气发现
石油储量逾2亿吨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8日
电（记者杜 刚 顾 煜）8日，中
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发现一条
区域级富含油气断裂带，石油
资源量超过2亿吨，这意味着
新疆塔里木盆地腹地开辟出
一个新的油气战略接替区。

记者从塔里木油田公司
获悉，8日，油田满深1井用10
毫米油嘴进行试油后，日产原
油 624 立方米，日产天然气
37.1万立方米，获得重大突破。

塔里木油田公司党工委
书记、总经理杨学文介绍，这
标志着油田新发现一条区域
级富含油气断裂带，石油资源
量达2.28亿吨，为塔里木油田
加快塔北—塔中千万吨级大
油气区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满深1井位于新疆沙雅县
境内，是塔里木油田部署在塔
里木河南岸勘探新区的一口
重点探井，目的是探索8000米
深层海相碳酸盐岩油气赋存
规律，为油田原油持续上产寻
找新的接替区。

塔里木盆地碳酸盐岩油
气藏储量丰富，约占盆地油气
资源总量的 38％，是塔里木
油田原油增储上产的重要战
略接替领域。作为西气东输
主气源地之一的塔里木油
田，承担着向我国华东、华北
地区 120多个大中型城市约
4 亿人口、3000 余家企业的
供气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

研究部署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4月8日召开
会议，听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和全国复工复产情况调研汇报，分
析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
势，研究部署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举措、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工作。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
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复
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秩
序加快恢复。同时，国际疫情持续
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
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
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
难和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
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
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
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
备。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防控工作决不能放松，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要加大力度。要坚持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
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抓紧解决复工
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力争把疫
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确保
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习近平强调，要密切关注国际
国内疫情形势变化，全面落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及时采取更有针
对性和实效性的防控措施，继续抓
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要巩
固重点地区疫情防控成效。湖北
省和武汉市要继续集中力量做好
重症病例科学精准救治，及时做好
出院患者随访和复查工作。要优
化社区管控措施，筑牢社区防控安
全屏障。各地特别是环鄂省份要
加强信息沟通共享和防控措施协
调，在人员管控、健康码互认等方
面要做到政策统一、标准一致。要
持续抓好首都疫情防控工作。各
地要抓好无症状感染者精准防控，
把疫情防控网扎得更密更牢，堵住
所有可能导致疫情反弹的漏洞。

会议要求，加强陆海口岸疫情

防控，加快补齐外防输入的薄弱环
节。加大对边境城市疫情防控人
员和物资保障力度，协调解决好在
卫生检疫、防疫物资、医护力量、隔
离条件等方面遇到的困难。要严
格落实对所有入境人员都实施14
天集中隔离的要求，最大限度减少
境外输入关联本地病例。要深入
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积极为国
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
面临的困难加大。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增强紧迫感，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优化完善疫情防控举措，千
方百计创造有利于复工复产的条
件，不失时机畅通产业循环、市场
循环、经济社会循环。要加大复
工复产政策落实力度，加强对困
难行业和中小微企业扶持，着力
扩大国内需求，有序推动各类商
场、市场复工复市，促进生活服务
业正常经营，积极扩大居民消费，
加快推进投资项目建设，形成供
需良性互动。

会议要求，加强保障和改善民

生工作。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
储备充裕，完全有能力保证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供给。要抓好春季农
业生产，加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和
监管，继续做好猪肉、果蔬等副食
品生产流通组织，保障市场供应和
价格基本稳定。要强化对困难群
体基本生活保障，适当提高城乡低
保、抚恤补助等保障标准，把因疫
情和患病陷入困境的人员纳入救
助范围，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发
放临时生活补贴，相关价格补贴联
动机制要及时启动。扩大失业保
险覆盖范围，更好保障失业人员基
本生活。

会议强调，要抓实安全风险防
范各项工作。生命至上，安全第
一。各地区各部门要压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全面做好安全生产和
森林草原防火、防汛抗旱等防灾减
灾工作。要深入排查各类安全隐
患，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提高应急
处置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托马斯·莫
德利7日辞职。此前，他因解职美
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西奥多·罗斯
福”号舰长布雷特·克罗泽而受到诸
多批评。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海军备
受新冠疫情困扰之际，克罗泽遭解
职一事严重挫伤部队士气，因此莫
德利辞职并非出人意料。

为遏制新冠病毒在“西奥多·罗
斯福”号上传播，克罗泽此前致信海
军高层，呼吁尽快让船员下船隔
离。这封求助信被美国媒体曝光后
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但美国海军高
层认为克罗泽应对疫情不专业，有
损美国海军甚至美国政府的形象。
随后，莫德利宣布解职克罗泽。

此后，莫德利亲自前往停靠在
关岛的“西奥多·罗斯福”号上，向船
员们“训话”。据美国媒体披露，莫
德利在讲话中对克罗泽破口大骂。

莫德利的做法在美国国内引发
很大争议。舆论认为，美国海军曾
于2017年发生两起军舰撞船事故，
造成17名美军船员丧生，而当时的

军舰指挥官并没有很快遭到解职，
相关调查持续了数月。相比之下，
莫德利解职克罗泽的决定过于草
率。美国国会众议员、前美国海军
陆战队成员鲁宾·加莱戈认为，克罗
泽因保护属下而被惩罚，这可能会
影响海军士气。

莫德利起初坚持为自己辩护，
不过随后便向克罗泽和“西奥多·罗
斯福”号船员发表致歉声明，并宣布
辞职。有媒体认为，莫德利的态度
转变是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施压的结果。

美国《华盛顿邮报》说，莫德利
除了辞职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他不
仅得罪了在基层工作的船员，许多
军方高层人士和退伍军官也认为他
在“西奥多·罗斯福”号上的讲话“过
火了”。

这一风波引发了美国国内对海
军抗疫情况的担忧。美国国会参议
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詹姆斯·英霍夫
说，海军高层的震荡让他感到不安，
海军在当前艰难时期需要一个稳
定、有能力的领导层。

目前，疫情正在美国军队内部
不断蔓延。根据美国国防部数据，
截至7日，美军各军种共有1521名
现役人员确认感染新冠病毒，比前
一天增加86例，其中海军感染人数
最多。

美国海军部7日说，“西奥多·
罗斯福”号上约 5000 名官兵中，
61％的人员已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约2000人被转移上岸。包括克罗
泽在内，舰上确诊官兵已达173人。

此外，有媒体报道，美国海军
“尼米兹”号、“罗纳德·里根”号和
“卡尔·文森”号三艘航空母舰也有
船员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为稳定军心，埃斯珀表示，美国
海军已经对克罗泽被解职一事启动
调查。他说，美国海军当下有三大
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确保船员健
康和安全，另外两项任务是让“西奥
多·罗斯福”号尽快安全地重返海上
以维持美军战备状态，以及全力支
援联邦政府应对疫情。

（新华社记者 孙 丁 徐剑梅
邓仙来）

疫情困扰美国海军 航母风波波及高层

新冠疫情已影响
全球超八成
劳动人口

新华社日内瓦4月7日电
（记者凌 馨 陈俊侠）国际劳工
组织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
球33亿劳动人口中，已有81％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其工作场
所被全部或部分关闭。

继3月18日发布首份关于
新冠疫情对全球就业影响的监
测报告后，国际劳工组织7日发
布更新版报告。报告预测，疫
情将使今年第二季度全球劳动
人口总工时缩减6.7％，相当于
1.95亿名全职雇员失业。

报告显示，不同收入群体
都将面临巨大损失。其中，中
高收入国家劳动人口将遭遇更
大冲击，所受疫情影响将远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行
业来看，住宿餐饮业、制造业、
零售业等行业劳动人口面临更
大就业风险。

报告指出，今年全球失业
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疫情
发展和相关措施实施情况，全
年增加的失业人数可能远高于
此前预测的2500万人。

中国专家组分赴
老挝南北城市合作抗疫

4月7日，中国援老抗疫医疗专家组分别赶赴老挝南、北中心城市
占巴塞省省会巴色和琅勃拉邦省省会琅勃拉邦市，继续与老方合作抗
击新冠疫情。

图为当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中国援老抗疫医疗专家组专家准备乘
坐老挝军用飞机。 （新华社发）

4月8日，武汉市正式解
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首趟武汉返京列车G4802
次列车抵达北京西站。

图①为 G4802 次列车
驶入北京西站。

图②为乘客准备下车。
图③为一位朝阳区的工

作 人 员 在 与 一 位 乘 坐
G4802 次列车抵达北京西
站的旅客核对信息。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陈钟昊 摄）

武汉武汉““解封解封””后首趟后首趟
返京列车抵达北京西站返京列车抵达北京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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