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假期即将结束，农民工返城就
业，用工大潮也马上拉开帷幕，在新型肺
炎防控期，如何能确保农民工朋友们及
时就业，又能保全自己及他人身体健康
呢？

1、线下应聘改为线上
疫情蔓延，建议更多的农民工选择

线上应聘的方式再就业。利用手机、电
脑在网络上了解最新岗位信息，充分利
用好网络求职渠道，减少非必须的现场
面试环节，尽可能的减少外出和接触，确
保安全。

2、戴口罩，戴口罩，戴口罩
农民工返城，必然需要乘坐火车、汽

车等交通工具，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一
呆几个小时，防止飞沫传播，预防感染，
戴好口罩是目前最有效、也是最容易实
施的预防方法！尤其是带孩子同行的农
民工，一定也要给孩子佩戴适合儿童脸
型的口罩。

3、多洗手、不聚餐
除了呼吸道传播，接触也有传染的

可能！所以农民工朋友在出行时最好能
携带酒精湿巾，在触碰公用物品后，将触
碰物品的手、胳膊等擦拭干净。并建议
自带肥皂或洗手液等物品，在漫长的旅
途中做好个人清洁和卫生，不要用手触
碰口鼻眼，及时洗手和消毒。减少在车
厢内、人多处进食的机会，建议家人实行
分餐制。

4、勤通风、彻消毒
农民工朋友回到城市的家中后，第

一时间开窗通风换气，长期门窗紧闭，室
内空气不流通，室内空气相对混浊，对健
康不利。建议回家后对室内进行一次彻
底打扫，有条件的对桌椅板凳和门把手
等物体表面用消毒剂进行消毒。

5、不大意，勤测温
进城后，建议每天测量自己的体温，

尽量不去人流量较大的商场、超市、影院
等地方。尤其是湖北返岗的农民工，秉
持着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在
进城后按照当地政策严格做好自我隔
离，如发生发烧、咳嗽、胸闷等可疑症状，
要及时和当地社区医生联系，配合医生
进行治疗。

若您一直在外，尚未回乡，我们恳请
您暂不返乡和外出，减少因流动带来的
人与人传染机会，切实保护好生命健康
安全。

亲爱的农民工朋友，你们即将背负
着家庭的重担，阔别故土，远赴他乡，你
们希望能用自己的汗水、双手给家庭的
幸福创造财富，为城市的发展作出贡献，
但是控姐希望你们记住，在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期，您的安全、平安和健康才是给
家人最好的礼物。

（来源：湖北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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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官
网获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金融系统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
动作为，确保金融服务畅通，支持
各地疫情防控，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强化金融对疫情防控工
作的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
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1月31
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
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在
下一步工作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

《通知》要求，人民银行要继续
强化预期引导，通过公开市场操
作、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
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提供充足流
动性，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
裕，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因春节假期
调整受到影响的金融机构，根据实
际情况适当提高2020年1月下旬
存款准备金考核的容忍度。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
经济，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通知》提到，为加大对疫情防
控相关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在疫
情防控期间，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生产、运
输和销售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
护服、医用口罩、医用护目镜、新型
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负压救护
车、消毒机、84 消毒液、红外测温
仪和相关药品等重要医用物资，以
及重要生活物资的骨干企业实行
名单制管理。人民银行通过专项
再贷款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
金，支持金融机构对名单内的企业
提供优惠利率的信贷支持。中央
财政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给
予贴息支持。金融机构要主动加
强与有关医院、医疗科研单位和相
关企业的服务对接，提供足额信贷
资源，全力满足相关单位和企业卫
生防疫、医药用品制造及采购、公
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攻关、
技术改造等方面的合理融资需求。

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
行业和企业，《通知》要求金融机构
为其提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
务。具体来说，金融机构要通过调

整区域融资政策、内部资金转移定
价、实施差异化的绩效考核办法等
措施，提升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
金融供给能力。对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
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
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
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
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
展期或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
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
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
害影响。

在完善受疫情影响的社会民
生领域的金融服务方面，《通知》提
到，对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
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
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
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
人群，金融机构要在信贷政策上予
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
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
延后还款期限。感染新型肺炎的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可展期一年，继
续享受财政贴息支持。对感染新

型肺炎或受疫情影响受损的出险
理赔客户，金融机构要优先处理，
适当扩展责任范围，应赔尽赔。

同时，要支持开发性、政策性
银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国家开
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
行要结合自身业务范围，加强统筹
协调，合理调整信贷安排，加大对
市场化融资有困难的防疫单位和
企业的生产研发、医药用品进口采
购，以及重要生活物资供应企业的
生产、运输和销售的资金支持力
度，合理满足疫情防控的需要。

《通知》还强调，金融机构要加
强制造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
重点领域信贷支持，围绕内部资源
配置、激励考核安排等加强服务能
力建设，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民
营企业支持力度，要保持贷款增
速，切实落实综合融资成本压降要
求。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
放。对于在金融租赁公司办理疫
情防控相关医疗设备的金融租赁
业务，鼓励予以缓收或减收相关租
金和利息，提供医疗设备租赁优惠
金融服务。 （人民网）

2020年春节，过得真不容易。一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原本欢欢喜喜迎新年
的人们笼罩在了病毒的阴霾中。不少人
几乎每天一觉醒来，第一个动作就是打
开手机看疫情最新通报，一天中大部分
时间也都在关注着疫情最新动态，急切
期盼着“拐点”早日到来，疫情尽快结束。

这段时间，冲破病毒阴霾不断传出
的每一个好消息，都如同明媚的阳光，振
奋人心。中国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
毒株，全国累计治愈出院病例不断增加，
用于接诊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患者的专门医院武汉火神山医院完工
了，医护人员逆行汇成战“疫”洪流，社会
各界驰援武汉，防疫措施不断升级，疫情
防控急需的防护服、口罩、医用隔离面罩
等生产企业开足马力生产……这些好消
息抚慰着每一颗焦灼不安的心，让人们
看到了病毒终将被战胜的希望。

每一个好消息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其背后，是不断提高的科研水平和医疗
卫生水平，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攻坚克
难和医护人员的坚守担当；是持续增强
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这些
能力让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构筑起了严
密的防线，加紧生产出了大量应急防控
物资，保障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是紧
紧凝聚在一起的民族力量，这股力量在
与疫情的战斗中，如同暖流，涌向武汉、
遍布全国，加快寒冰的消融，加速春天的
脚步；是奋战在一线的各行业工作人员，

交通警察、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商场店
员……他们依然在为城市的运转、市民
的生活提供方便；是每一个在疫情面前
做好自己，用点点滴滴行动守好防线的
你我。

更多的好消息需要各方努力、众志
成城来促成。之前传来的诸多好消息，
都是建立在强力的联防联控措施和人人
参与、严防死守基础上的，人们所有的

“乐观”也都是建立在每个人每时每刻防
控措施到位的前提下。当前，疫情最重
的武汉等地仍然牵动所有人的心，全国
其他地方也在科学有序地进行着疫情防
控。疫情防控工作仍处于紧要关头，当
此之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任何人
放松了防控，都有可能让好消息变成“坏
消息”。没到最后关头，绝不能轻言胜
利。好消息面前，也要把困难想得更多
一点，把方案做得更周密一些，把防控举
措落实得更有力点，让一个个好消息都
成为胜利的曙光，确保这场战“疫”早点
结束，让更多受感染的同胞们能早日康
复。

防控疫情是一场大仗、硬仗。有医
疗科技、社会管理、各方支援等多个方面
共同发力，有毫不松懈、万众一心、严防
死守直到战胜疫情的昂扬斗志，相信好
消息一定会越来越多。当好消息越来越
多，彻底战胜疫魔之日就离我们越来越
近。

（新华网）

相信好消息会越来越多

根据中央和省、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工作要求，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
断疫情传播，更好地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同时
为了保障市民的合法权益，特向全市人民告知
如下：

一、延长医疗费用报销时间。疫情防控期
间，参保人员需要办理医疗费用报销业务的，可
推迟到疫情结束再进行报销。2019 年开具的
发票可以在疫情结束后半年内在医保服务大厅
办理报销业务。

二、延长参保缴费时间。按照省通知要求，
2020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征缴将于2月底结
束。非常时期，参保时间将随着疫情适当延
长。为避免因延误缴费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尚
未办理2020年度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居民，请

尽快在网上办理缴费。尚未办理参保缴费的疑
似或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先诊
疗后缴费，不设医保待遇等待期。

三、倡议采用不见面方式办理业务。参保
人员办理转诊、异地安置、意外伤害、生育备案
以及用人单位办理人员增减、信息修改等业务，
原则上电话告知实行网上办理。

四、因慢性病需长期服药的参保人员，可就
近到定点医疗机构按长处方规定配取不超过3
个月的药量。

五、市、镇(办、场、园、区)医保政策咨询和
业务办理受理电话：

干 河：3221176 龙华山：3276681
沙 嘴：3235590 工业园：3251711
郑 场：2892002 毛 嘴：2884810
剅 河：2852568 三伏潭：2831571

胡 场：2811611 长埫口：2511353
西流河：2591614 杨林尾：2692300
沙 湖：2650638 彭 场：2613538
陈 场：2782717 通海口：2768818
沔 城：2754518 郭 河：2746336
张 沟：2721361
排湖风景区：2830393
沙 原：2654455
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办公室：3239771

3266831
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缴费咨询电话：

18807223577
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慢性病咨询电话：

13807229670
仙桃市医疗保障局
2020年1月31日

仙桃市医疗保障局致全市人民书

2月1日，直升飞机紧急调运的
医用防护物资到达襄阳。当日，湖
北启用直升飞机调运医用防护物
资，所载的医用消毒用品及护目镜、
手套、防护服等随后将转运到各医
疗机构。据了解，从2月1日起，在
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湖北省将
每天有四架直升飞机调运紧缺物资
飞往全省四个区域。

记者 2 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
日前向全国水利系统发出紧急通知，进
一步部署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水利重点领
域保障工作，要求全面保障农村供水安
全，加强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管理。

通知要求，水利系统各单位在按照
属地防控要求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扎实做好农村供水、水库安全运
行、水旱灾害防御、水利安全生产等重点
领域水利工作。

——全面保障农村供水安全。要严
格落实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地方行政首长
负责制，建立健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
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机制和应急工作机
制。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指导督促供
水单位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做好水源
保护、水质净化消毒和水质检测工作，供
水单位和相关运行管理人员要加强水源
地、取水口、水厂和输配水管网的安全巡
查。

——加强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管理。
各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要加强对饮用水水源的监管，按要求做
好相关监测，保障在线监测设施正常运

行。要做好水利工程日常巡查和安全监
测，紧盯堤防险工险段，强化巡堤查险，
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加强三
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管理，确保
工程运行安全。

——做好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对建设工地的疫
情防控负首要责任，要根据工程属地要
求，制定防控细则和应急预案并严格执
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落实监督责
任，对在建水利工程项目的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全面检查。

——强化防凌和抗旱工作。有关流
域管理机构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落
实黄河等北方河流防凌责任，强化对北
方和南方部分地区抗旱工作的指导。要
密切监测天气和凌情变化，加强预测预
报、会商分析和骨干工程调度，落实堤防
巡查值守和应急抢险等措施，确保防凌
安全。统筹做好长江、黄河、珠江等江河
及大中型水利设施的优化调度和合理配
置，加强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保障城
乡供水安全。

（新华网）

水利部部署疫情防控期间
全面保障农村供水安全

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2月1
日联合发布通知称，各类金融机构
及金融基础设施相关机构自2月3
日起正常上班，各单位可结合当地
政府防控疫情要求，实行弹性工作
制。

为了切实加强金融部门疫情
防控、确保金融市场平稳有序运
行，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
会、外汇局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

做好春节假期后金融服务工作的
通知。根据通知，各类金融机构及
金融基础设施相关机构，自2月3
日起正常上班。各单位可结合当
地政府防控疫情要求，实行弹性工
作制，灵活调整作息时间，采取轮
换上班、错时上班，也可利用网络
办公方式在家上班，尽可能减少人
员聚集。同时，要切实做好员工疫
情防控，加强员工体温检测和防

护，做到全体员工健康保护全覆
盖。

通知提出，各单位员工因出
差、探亲访友、回乡等正在湖北地
区的，要严格遵守湖北地区当地政
府就疫情防控采取的措施，不得违
反规定擅自离开。凡近期已经从
湖北地区返回工作地的，或有过湖
北地区人员接触史的员工，应当按
照国家疫情防控要求，居家留观达

到 14 天，并严格落实监督性医学
观察等措施。

通知强调，湖北地区金融管理
部门和金融机构可按照地方省级
政府统一要求，延长假期，但延长
期间，应当按照国家金融管理部门
要求，采取应急值班、网络办公等
方式，切实做好支持疫情防控所必
需的金融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生活
必需的金融需求。 （新华网）

各类金融机构自2月3日起正常上班
可实行弹性工作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