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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市教委消息，根据教育
部关于做好 2020年高校特殊类型
招生考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等有关通知精神，
以及北京市委、市政府疫情防控工
作相关要求，为保障师生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确保考试的公平公
正，按照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
的指示精神，北京市教委会同北京市
教育考试院对北京市2020年高校特
殊类型招生考试工作做出调整。

2020年在京高校特殊类型招
生工作基本情况

据统计，2020 年在京共有 46
所高校组织艺术类、高水平艺术
团、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类型测
试。按原定方案，各校测试时间自
2 月 5 日起陆续开始至 3 月底结
束。

组织艺术类测试的院系共 26
所，有 6所院校测试安排在2月 10
日前开始,有10所院校测试安排在
2月11日至15日开始，有9所院校
测试在2月15日以后开始，部分院
校已发布推迟考试的通知。

组织高水平艺术团测试的院校

共 16 所，1所院校已完成测试，其
他院校测试集中在2月底至3月初
进行。

组织高水平运动队测试的院校
共 27所，10所院校已完成测试，6
所院校在2月 21日起-2月底组织
测试，其他院校测试集中在3月进
行。

2020年在京高校特殊类型招
生工作调整方案

一是在京高校特殊类型招生考
试工作延期进行，具体开考时间视
疫情情况决定，另行通知。

二是暂停京外高校在京组织的
特殊类型考试，具体开考时间视疫
情情况再行决定，另行通知。

三是指导相关高校坚持“一校
一策”，积极研究特殊类型考试方式
的调整或替代方案，做好相关考试
工作的调整预案。再次开放校考报
名系统，允许各地考生根据本人和
学校实际选择调整考点。

四是在京组织的高职自主招
生、高职升本科等相关考试时间安
排视疫情情况研究决定，以考试院
发布的文件为准。

在京高校2020年特殊类型招生考试工作延期

2020年 1月 27日 星期一 3新闻·国际国内 版

人民网北京 1 月 26 日
电 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
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国红
十字会高度重视，全力做好
防控工作。截至1月25日，
全国红十字会系统累计接
受爱心捐赠达3.4亿元。

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接受捐赠款物2.74亿元，
其中2亿元为医务人员人道
救助专项基金，已向武汉等
疫情较严重地区调拨价值
1245.88万元的物资和1000
万元现金，并将根据需求继
续追加调拨物资。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虽
然正值春节期间，但社会各
界踊跃捐款，丝毫不受假期
影响，真正体现了大爱无疆
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岭药
业首先向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捐赠价值 1000万元的连
花清瘟胶囊，用于支持开展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工作。

字节跳动向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捐赠 2亿元，成立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控医务人员人道救助
专项基金，用于为防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一线

的 医 务 人 员 提 供 人 道 救
助。如果医务人员在一线
不幸感染，将获得10万元救
助，对突出贡献和付出的医
务人员给予最高100万元的
资助。具体救助规则将由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公布和
执行。希望该基金成为政
府保障的补充，能够给前线
的医护人员提供到帮助和
支持。

无数爱心人士用一笔笔
捐款汇聚成爱的海洋，截至
25 日 24 时，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累计接受新型冠状病
毒防治网上捐赠30.17万余
笔，捐赠总额 688.72 万余
元，网友留言数万条。“1998
年的洪水，我没出生；2003
年的非典，我没参与；2013
年的H7N9，我没见证；2020
年的新型冠状病毒，我陪中
国一起！全体00后起立，致
敬白衣天使！”一位网友留
言说。

知名青年演员团体TF-
BOYS的粉丝团还专门制作
了抖音视频，晒出各自的捐
赠证书和转账记录，吸引了
大批爱心人士参与，彰显了
新一代青年的作为与担当。

中国红十字会
全力做好防控工作
接受爱心捐赠款物3.4亿元

1月 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
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
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

疫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责
任。当前，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众志
成城，防控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开
展。各地各部门正按照会议指示精
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多方联动！一系列更严、更有
针对性的举措密集推出

截至24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1287例，死亡41例。有关部门在疫
情防控、患者救治、物资保障等多方
面联动，推出一系列更加严格、更有
针对性的举措。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新通知
要求，各地交通运输、民航、铁路等
部门要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在火
车、汽车、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上
发现病例或疑似病例后，立即通知
前方最近设有留验站的城市的车
站、港口客运站、目的地机场做好留
验准备。

截至 25日 8时，铁路部门已配
合湖北省有关地市政府关闭湖北境
内72个火车站离开当地通道，在全
国范围内387个火车站配合当地防

疫部门开展进出站旅客测温筛查工
作。

财政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合下发疫情防控经费有关保障政
策的通知，明确对确诊患者发生的
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
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中
央和地方财政给予补助；对参加防
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发
放临时性工作补助。

交通运输部25日宣布，对疫情
防治应急物资及医患等人员运输的
车辆跨省通行高速公路实行免收通
行费政策，并保障优先通行。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月25日
至30日，放开小额支付系统业务限
额，确保各项资金汇划及时处理，支
持全社会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升级！30省份启动一级响
应

江苏、海南、新疆、河南、黑龙
江、甘肃、辽宁、山西、陕西、青海、吉
林、宁夏……截至发稿，全国已有30
个省份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实行最严格的防控
措施。

安徽、河南等省的卫生部门全
系统进入紧急状态，全部取消春节
休假，全员备战疫情防控。截至25
日，广西财政已分两批紧急拨付资
金5000万元，浙江各级财政紧急筹

集防控经费 9.73 亿元，支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湖南、江西等部分地区采取大
数据分析和网格化核对方式进行
排查防控，重点对疫情相关地域返
乡人员建档跟踪管理。为避免人
员聚集引发交叉感染，多地取消了
春节期间的庙会、灯会、游园会等
大型活动，以及市、区文艺演出等
室内外聚集性活动。娱乐场所暂
停营业。

包括上海迪士尼乐园在内的上
海各主要旅游景点、文化场馆暂时
关闭；四川省博物馆、广汉三星堆博
物馆、乐山大佛、峨眉山景区、成都
大熊猫研究繁育基地、武侯祠博物
馆等均已关闭。

疫情防控升级的同时，药品、防
护物资等保障力度也在加大。

商务部统筹协调安徽、江西、河
南、湖南、重庆等地商务主管部门，
重点保障武汉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
应。根据有关地方的要求，紧急联
系江苏、山东等地口罩生产企业，协
调落实口罩等货源200多万只。

工信部向武汉紧急调用了防护
服 1.4 万件、医用手套 11 万双。通
过协调紧急采购，为武汉落实各类
口罩货源 300 万只，落实防护服货
源10万件，落实护目镜2180副。

驰援武汉！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加大驰援，加快救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5日发布
最新动态，派出重症医学专家加强
对患者救治的临床指导，多支医疗
救治队驰援武汉，同时召集后备梯
队随时待命。上海、广东、军队的医
疗队已到达武汉投入工作。

同一天，国家中医药局组织 25
名中医专家，赶赴武汉参与防治工
作；四川省首批援助湖北的 138 名
医疗队员进军武汉；解放军三支医
疗队 450 人，已投入到武汉地区指
定接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
例较多的地方医院开展救治工作。

为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患者的火神山医院，在20多
台挖掘机、推土机的日夜施工下，
200多名工人快速进行建设。

争分夺秒救治生命，全力遏制
疫情蔓延。截至25日上午，湖北省
共计预拨医保资金 10.3 亿元，切实
强化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救治的医疗保障。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控指挥部调度会25日宣布，武
汉还将在火神山医院附近再建一所

“小汤山”医院，新增床位1000张左
右，预计将在半个月后建成投入使
用。

此外，为控制人员流动引发的
传染风险，自1月26日零时始，除经
许可的保供运输车、免费交通车、公
务用车外，武汉市中心城区区域实
行机动车禁行管理。

30省份启动一级响应
人员物资加速驰援武汉

1 月 25 日，送站亲友在铁路南京南站站台为医疗队队员打气加油。 当日，首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从南京集结
出发，奔赴武汉。据了解，医疗队由 147 人组成，来自江苏省卫健委以及江苏省中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等医院。

新华社北京 1月 22 日电 为做
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国家邮政局启动Ⅱ级应急
响应，保障寄递物流服务不中断。

据介绍，春节期间部分寄递企
业业务量较大，国家邮政局要求，建
立寄递服务不中断保障机制，尤其
是制定从湖北寄出包裹的安全防控
方案。加强从业人员健康防控，确
保邮递员和快递小哥在投递过程中
的健康安全。邮政管理系统和寄递
企业要提升楼宇、食堂卫生水平，在
工作场所采取通风、消毒、测体温等
必要措施。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加
强属地管理、信息报送。

作为此次疫情重点地区，湖北
省邮政行业将进一步加强春节期间
值班值守，强化有关疫情应急信息
报送工作，积极配合卫生防疫等部
门做好有关疫情的预防工作，确保
邮政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国家邮政局：

应对疫情保障寄递
物流服务不中断

1 月 25 日，日本东京著名地标建筑晴空塔点亮“中国
红”。 为庆祝中国春节，晴空塔 25 日晚点亮“中国红”，吸引
大批在日华侨华人及中国游客前往观看。

新华社北京 1 月 26 日
电 海关总署 26 日发布公
告，为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进口捐赠物
资办理通关手续开辟绿色
通道。

公告明确，全力保障进
口药品、消毒物品、防护用
品、救治器械等防控物资快
速通关，各直属海关相关通
关现场设立进口捐赠物资
快速通关专门受理窗口和
绿色通道，实施快速验放。

紧急情况下可先登记放
行，再按规定补办相关手
续。用于防控疫情的涉及
国家进口药品管理准许证
的医用物资，海关可凭医药
主管部门的证明先予放行，
后补办相关手续。

公告指出，《慈善捐赠物
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102
号）所列有关物资，紧急情
况下海关先登记放行，再按
规定补办减免税相关手续。

海关总署当天还发布了
一份公告，宣布重新启动出
入境人员填写健康申明卡
制度。海关总署相关部门
负责人表示，海关将全面实
施出入境人员健康申报和
医学巡查，做好口岸卫生检
疫工作，充实口岸一线力
量，加强传染病监测、排查、
预警，强化口岸卫生监督和
卫生处理，做好应急预案和
应对准备，全面筑牢口岸检
疫防线。同时，进一步加强
科技攻关，强化舆论引导，
深化国际合作，提高疫情防
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坚决
遏制疫情通过口岸蔓延，展
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海关总署为疫情防控
物资入境开绿色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