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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记者从成都市委组织
部（市人才办）了解到，成都日前正式
启动“成都城市猎头行动计划”，面向
全球招募专业人才，以人才集聚之势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据了解，“成都城市猎头行动计
划”参考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国
家部委发布的若干新职业，开展了近
400家在蓉企业的人才需求调研，提取
了专业人力资源机构大数据平台45.8
万条岗位需求，面向海内外发布首批
20类急需紧缺岗位需求。

20 类急需紧缺岗位具体包括，算
法工程师、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
LCD/OLED研发技术人员、信息安全
工程技术人员、电路设计工程师、数字
娱乐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系统架构师、
供应链管理师、工艺工程师、智能驾驶
系统开发人员、航空动力系统技术人
员、大分子药物研发人员、药学药效药
理研究人员、功能及复合材料技术人
员、会展策划师、投融资管理人员、公
园城市设计师、知识产权专业人员。

为了让该计划顺利进行，成都联
合专业人力资源机构，设立了急需紧
缺岗位供需对接平台，有效链接产业
功能区、重点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围绕
典型岗位、需求企业、薪酬水平、区位
分布等维度进行画像，将岗位精准推
送至广大人才，有效提升人才获得感。

记者登录平台了解到，以大分子
药物研发人员为例，科伦药业、苑东生
物等在蓉知名企业发布了相应的岗位
需求，主要包括抗体药物研究员、生物
技术总监等典型岗位，月薪大部分在1
万元以上。

（据四川在线）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
官网发布《关于印发冬春季
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根据
通知，返乡人员需持7天内
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
性结果返乡，返乡后实行
14 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
不聚集、不流动，每 7 天开
展一次核酸检测。各乡镇
（街道）、行政村（居委会）落
实责任制，对返乡人员实行
网格化管理，做好登记造
册、健康监测和异常状况处
置等工作。

返乡人员如何划定？核
酸检测证明如何获得？由谁
来查验核酸检测证明？国家
卫生健康委回应公众关切，
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为什么要对返乡人员
加强疫情防控管理？

进入冬季以来，农村地
区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聚
集性疫情明显增加，严重影
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农村地区防控能力薄
弱，疫情防控难度大，特别
是春运期间返乡人员明显
增多，人员流动增大，将会
进一步加大疫情传播风险。

为严格落实内防反弹
的防控策略，对返乡人员加

强疫情防控管理十分必
要。核酸检测是目前尽早
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有
效手段，要求返乡人员持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能够有效
降低疫情传入农村的风险，
保障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
安的春节。

工作方案所指返乡人员
包括哪些人群？

工作方案所指返乡人
员是指从外地返回农村地
区的人员。

主要包括：
一是跨省份返乡人员；
二是来自本省内中高

风险区域所在地市的返乡
人员（中高风险区域内部人
员原则上不流动）；

三是本省内的进口冷
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

接接触进口货物从业人
员、隔离场所工作人员、交
通运输工具从业人员等重
点人群。

返乡前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如何获得？

返乡人员可在出发地
或目的地的任意一家有核
酸检测资质的医疗机构、疾
控机构或第三方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凭7天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或包含 7 天内
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
通行码“绿码”返回农村地
区。

谁负责查验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返乡人员返乡前应告
知当地村委会，返乡后由村

委会查验其 7 天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或包含 7 天内
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
通行码“绿码”。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返乡从何时开始？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返乡从 1 月 28 日春运开始
后实施，至3月8日春运结
束后截止。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返乡后需要隔离吗？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返乡后不需要隔离，但需要
进行 14 天居家健康监测，
做好体温、症状监测，非必
要不外出、不聚集，必须外
出时做好个人防护，并在返

乡后第 7 天和第 14 天分别

做一次核酸检测。

返乡不满 14 天的，以

实际返乡时间落实居家健

康监测和核酸检测要求。

各地如何落实？

各地要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结合国家政策确定农
村地区范围，制定本省的实
施细则，做好相关配套服务。

（据@新华视点）

冬季气温低，一旦温度
低于0摄氏度时，所有物质
都变成了“冷链”物品，更有
可能携带病毒，如何阻断病
毒“物传人”成为急需关注
的话题。

近日，在《一周医讲安
有话说》第二十二期栏目
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梁宗
安教授将聊聊如何预防“物
传人”。

“物传人”传播率较低，
但要警惕

“物传人，顾名思义，传
染源是受污染的物品，物品
上有活的病毒，人接触后被
感染。”梁宗安说：“人传人
的传染源是人，目前已知包
括三类人群：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处于
潜伏期人员。”

梁宗安进一步解释说，

“物传人”中物质上的病毒
量很少，而且不会增量；“人
传人”中，作为传染源的人
体病毒排出量大，而且体内
病毒也会不断地增加，“因
此，物传人的传播力相对较
低。

不过，他指出，“物传
人”后，第一代感染者成为感
染源，也会传染给其他人，就
是第二代病人，因此，“物传
人”还是需要高度重视。

冬季传播概率增高在
于病毒更易存活，随着入境
人员增加，疫情防控更难。
梁宗安认为，具体应从以下
几点进行防范：第一，要加强
进口物品检测和消毒；第二，
要加强从业人员管理；第三，
要做到环境检测；第四，开展
高风险人群疫苗接种。

“原来以为冷链可以作
为病毒载体，但到了冬季，

温度低于0摄氏度时，所有
物质都变成了“冷链”物品，
更有可能携带病毒。”梁宗
安说。

“为防‘物传人’，我国
做了相关规定，我省也做了
很多工作。”梁宗安透露，
2020年9月，四川就已经制
定并下发了《四川省新冠肺
炎监测技术方案（试行）》，
将预防“物传人”的工作融
入到疫情常态化监测工作
中。

例如，四川省通过对农
贸市场环境、医疗机构外环
境、学校外环境和进口冷链
食品等重点环节、环境的监
测，对冷冻水产品及肉类表
面、案板台面等物表、污水、
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以及
医疗机构环境样本和学校
环境样本进行定期采样核
酸检测，以及时掌握环境中

新冠肺炎可能污染情况，以
预防“物传人”发生。

2020 年 12 月，四川省
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四川省新冠肺炎重点人群
及特定环境核酸检测工作
的通知》，进一步要求做好
隔离场所、医疗机构等特定
环境及物品监测。

如何防“物传人”？科
学戴口罩、勤洗手

进入冬季，天气寒冷，
新冠病毒在污染物体表面
存活时间延长。梁宗安提
醒市民，进入冬季后，一定
要注意养成良好的习惯，如
外出选购海鲜等物品时，要
坚持科学佩戴口罩，选购后
及时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
洗手前不碰触口、鼻、眼等
部位。处理食品前后洗手，
烹饪时煮熟煮透。

（据四川日报）

返乡人员如何划定？
国家卫健委权威回应来了！

“成都城市猎头行动计划”启动
首批20类急需紧缺岗位等你来

华西专家解答：
冬季如何防新冠病毒“物传人”？

1 月 20 日，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
旅游厅获悉，根据《四川省全域旅游示
范区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经市(州)文
化和旅游局初审推荐，省文化和旅游
厅按程序组织综合验收评定，拟认定
以下17家申请验收单位为四川省第二
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现予公示。

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成都市成华区、武侯区，雅安市雨

城区、名山区，广汉市，广元市朝天区，
广安市广安区，泸州市江阳区，眉山市
东坡区，仪陇县，宜宾市翠屏区，大英
县，江油市，自贡市大安区，南江县，理
县，康定市。

公示期为2021年1月20日至1月
26 日。公示期内若对公示单位有异
议，可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提出意见，
联系电话：028—86702635;邮箱地址：
2569484233@qq.com。

（据四川日报）

四川拟认定第二批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17个

封面新闻封面新闻APP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