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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1月13日0时至19时
黑龙江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0例

在 13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面
对严峻复杂的防控形势，多位
专家表示：春节将至，城乡之间
人员流动加大，要筑牢疫情基
层防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
发言人米锋介绍，根据当前国
内多地报告的本土散发病例和
聚集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呈
现出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患者年龄大、农村
比例高等特点，有的地方出现
了社区传播、多代传播，防控形
势复杂严峻。

“春运是目前疫情防控面
临的一次‘大考’。”国家卫健委
疾控局监察专员王斌说，和城
市地区相比，大部分农村地区
的医疗条件薄弱，防控能力相
对较弱，这给农村地区疫情防
控带来挑战。

王斌呼吁，广大公众春运
期间要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出
行，如果一定要出行，则要关注
交通旅游信息等，并注意错峰
出行，全程做好防护，尽量避免
去人多的密集场所。一旦发生
可疑症状之后也不要慌，一定
要佩戴好口罩，去到就近的医
疗机构就诊。

截至 1 月 12 日，全国已有
29 个省、区、市倡议“就地过
年”。过年要不要回家，引发无
数人热议。

热议
网友谈“就地过年”

“理解疫情防控难处”

对于“就地过年”，网友表
示理解，但也“心情复杂”。有
网友说，“就地过年是为了一家
的平安”“理解疫情防控难处”

“只要情在，哪儿都有年的味
道”。也有网民说，“道理我都
懂，但还是想回家”“如果五一
能调休，那我不回家就没有怨
言”“再观望一下吧”。

截至1月11日15时，已有
29 个 省 、区 、市 倡 议 就 地 过
年。北京市在全国第一个提出
了“就地过年”的倡议。多个省
份发出倡议，主要内容为外地
务工人员“非必要不返乡”，本

地居民“非必要不出省”“各企
事业单位错峰离岗返乡、实行
弹性休假制度”等。

为了让“就地过年”更方
便、更充实、更愉快，不少地方
和部门“想在前面”“诚意满
满”。铁路部门与各大航空公
司近日开启免费退改签服务；
疾控中心通过流调为市民营
造安全活动空间；浙江、福建、
广东等省部分地市提出鼓励
企业采取发放“留岗红包”、改
善就餐条件、安排文化旅游活
动等措施……当然，春节期间
的拜年需求、物资供应等后续
保障措施仍需要更加细致的
服务，需要政府、企业、社区多
方合力，解群众之所急，让倡
议能落地。

春节对中国人来说，从来
都不是小事，在外打拼了一年
的人们期盼着在这个节日里和
家人团聚。然而疫情防控万不
可松懈，只有慎始如终，才能不
功亏一篑。“就地过年”是为了

保障自己、家人和全社会的健
康，也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团圆。

举措
发红包、付房租、包吃住
这些“留人”举措很暖心

为减少因人口流动产生的
疫情防控风险，同时稳定企业
生产，近期全国多地有关部门
陆续出台了鼓励企业春节留员
工过年的举措。一些企业也积
极响应，发红包、付房租、包吃
住、送流量……用真心实意留
下员工过年。

记者近日在用工大省浙江
走访了相关企业。位于杭州市
余杭区的杭州东华链条集团有
限公司有2400多名员工，其中
外地员工占比超过80%。

公司管理部副总经理刘冬
根介绍，进入 2021 年以来，公
司一方面加强了防疫物资的储
备和进出人员的管控，另一方
面响应号召，推出实招鼓励员

工在杭过年。
“我们给所有员工准备了

超市购物卡，还将在节前、节后
派发过年红包、开工红包。大
年初二还会给留在杭州过年的
员工发放年货，恭贺新年。”刘
冬根表示，春节前后的工作日
里，集团各个事业部还会为员
工提供额外的工作补贴，让员
工更有干劲在杭过年。

45 岁的装配工人叶国栋
往年都要返回老家农村过年，
今年他和妻子商量打算留在
杭州过年。“回老家‘年味’肯
定更足，但路途中也还是有风
险，万一出了状况要隔离就更
划不来了。现在也很方便，打
个电话、视频上拜拜年都可
以。”叶国栋说，他会考虑在年
后合适的时候，错峰回老家。

离春节还有一段日子，但
陕西人杨明明已经早早收到
了年货。决定留在公司过年
的他，收到了父母从汉中老家
寄来的牛肉干、腐乳、土鸡和
腊肉。“无论是生活还是防
疫，我们觉得公司的保障做得
很到位，留下来生活也没有什
么不方便。”杨明明笑着说。

“预计今年春节期间企业
的支出费用可能增加 30%。

但留员工过年是为了更好地生
产，也增加了员工的稳定性，我
们认为这钱值得花。”刘冬根介
绍，根据最新的摸排，东华链条
目前有超过 1200 名外地员工
愿意留在杭州过年，且愿意留
在杭州过年的员工人数还在不
断增加，为此集团总部和各个
事业部安排了50余人的团队，
统筹协调、保障员工留杭的工
作生活。

除了物质上的关怀，一些
企业还关注到员工的精神生
活。为了让留杭员工在春节期
间“有处可去”，杭州新希望双峰
乳业有限公司在员工宿舍楼里
专门打造了运动室和休闲室。

“今年我们有七成员工主动
选择在杭州过年，大家对此都很
理解，我们也将在年后尽量给员
工安排调休，弥补无法返乡过
年的遗憾。”杭州新希望双峰乳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闫艳荣说。

综合新华社、央视、人民网等

13 日晚，黑龙江省召开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对疫情防控相关情况进行
通报。

1 月 13 日 0 时至 19 时，黑龙江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0例。其中绥化
市望奎县36例，哈尔滨市香坊区2例，
绥化市北林区 2 例无症状感染者订正
为确诊病例。

1 月 13 日 0 时至 19 时，黑龙江新

增无症状感染者50例。
发布会上通报，黑龙江绥化市望奎

县被列入疫情中风险地区，绥化市望奎
县惠七镇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经国家疾控中心对病毒基因测序，
绥化市望奎县所发生疫情病毒与大连
疫情病毒毒株 100%同源。记者 13 日
从黑龙江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了解到，黑龙江全力以赴做好患

者救治。提出分层次、分区域有序推进
全省大排查，把农村疫情防控作为重中
之重，严防聚集性感染。

13 日，河北石家庄和邢台两地第
二轮全员核酸检测进展顺利，山西、黑
龙江、吉林等地全力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相关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 13 日通报，
12 日 0 时 至 24 时 ，河 北 省 新 增 90

例 本 地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确 诊 病
例 ，无 新 增 死 亡 病 例 ，无 新 增 疑 似
病例。

山西省卫健委 13 日晨通报称，此
前确定的晋中市榆次区 2 名无症状感
染者中，有 1 名转为确诊病例，已累计
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141 人(含境外输
入病例密切接触者)，尚在医学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198人。 据新华社

国家卫健委：春运将成为疫情防控“大考”

已有29个省区市倡导“就地过年”
你会留下吗？

留人过年
靠“实力”更靠诚意

◎蒋璟璟

引导“就地过年”，各
地频频出招。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今年过节不回
家，待在公司挣钱花”“与
其返乡隔离十四天，不如
留下多赚四五千”，真真是
话糙理不糙。疫情防控，
大局为重。各个城市“花
式”留人过年，也算是费尽
心思、周到贴心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是，春节期间人群跨地域
大规模流动，必会增加疫
情扩散的风险。基于切断
病毒传播链条的考量，号
召“在工作地过年”“减少
出行”，是合情合理的。多
个省份出台举措倡议“就
地过年”，也是落实属地责
任 、凝 聚 抗 疫 合 力 的 体
现。都知道“要留人”，但
具体“怎么留”，终究是个
技术活。简单粗暴的“强
留”“硬留”，必定不得人
心。凭诚意留人、凭本事
留人，才可留人又留心。

应该说，当下多方“合力
留人”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就地过年”，若是能精
心准备、用心经营，那么这个
年也完全可以过好、过精
彩。留人过年，“经济杠杆”
绝不是全部。更重要的，还
是要全方位做好春节期间城
市的物资供给、服务保障，营
造浓厚的节庆氛围，提供多
元的文化娱乐。“就地过年”，
并不是简单重复2020年初

“宅家抗疫”的模式，而是要
在防疫常态化的当下，创造
条件、尽一切可能，满足公众
对于“年”的想象与期许。

能让多少人自愿“留
下来过年”？让人们留下
来后“过个怎样的年”？这
其实是对各个城市公共治
理能力的一次突击考试。
能不能交出一份让人满意
的答卷，我们拭目以待！

立 即 评

浙江诸暨多项暖心举措鼓励外地员工留下过年。新华社发

全国29个省、区、市倡议就地过年。图据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