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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大中小学
设劳动教育必修课

据新华社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意见》近日印发，近年来被淡化、弱化
的劳动教育有了“硬指标”。

意见规定，根据各学段特点，在大
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系统加
强劳动教育。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
不少于1课时，学校要对学生每天课外
校外劳动时间作出规定。职业院校以
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展劳动教育，
其中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
题教育不少于16学时。普通高等学校
要明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其中本
科阶段不少于32学时。

为将劳动教育落到实处，意见提
出，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体系，制定评价标准，建立激励机制，组
织开展劳动技能和劳动成果展示、劳动
竞赛等活动，全面客观记录课内外劳动
过程和结果，加强实际劳动技能和价值
体认情况的考核。建立公示、审核制
度，确保记录真实可靠。把劳动素养评
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的
重要内容，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和
毕业依据，作为高一级学校录取的重要
参考或依据。

意见还特别指出，家庭要发挥在劳
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注重抓住衣食
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鼓
励孩子自觉参与、自己动手，随时随地、
坚持不懈进行劳动，掌握洗衣做饭等必
要的家务劳动技能，每年有针对性地学
会1至2项生活技能。

截至昨日共报告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记者26日从陕西省政府新

闻办公室举行的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第二十八场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3月26日
8时，陕西省共报告 8例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二
级巡视员杨保利介绍，针对境外
输入疫情防控，陕西重点强化四
项措施。一是强化集中隔离，严
格执行所有境外来陕返陕人员

集中隔离 14天的防控措施，第
一时间对所有入境来陕返陕人
员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阳性
者就地隔离治疗，核酸检测阴性
者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在居住
地进行集中隔离；二是强化口岸
检疫，严格实行入境健康申报、
登临检疫、体温检测和医学巡
查。统一接收口岸所有入境人
员并作分类管理。经卫生检疫
筛查出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有相关症状人员及密切接触者
等四类人员，采取分流转运、诊
疗、隔离、留观等措施；三是强化
全过程闭环管理，细化入境、检
测、转运、移交、诊疗、隔离等全
流程管理，落实各环节责任人，
确保无缝对接、闭环运作；四是
强化信息共享，建立与其他口岸
入境来陕返陕人员信息共享机
制，并按流程将相关信息推送给
机场、基层公安、社区街道等单

位，落实好核查登记、隔离留观
等防疫措施。

西安市副市长徐明非介绍，
在做好进京国际航班旅客分流
保障方面，西安市在严格措施、
依法严管的前提下，筛选了首批
34家酒店共 5115间客房，供隔
离人员选择。实行“一个酒店一
专班”制度，配备医护、疾控、公
安等人员，全流程做好健康管理
和服务。 本报记者张维

省疫情防控工作第二十八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王哲）3月25
日晚上，随着木地板的铺设完毕，西安
咸阳国际机场旅客分流中心扩建项目
提前3天完工。

该项目建筑面积7113平方米，可
同时容纳600余旅客转运分流，分为旅
客缓冲区、等待区、核酸采样区等。由
陕建产投集团、陕建三建集团、陕建机
施集团、陕建钢构集团共同参与建设。

自 3月 22日开工以来，千余名陕
建人再上“战场”，团结协作，日夜作
战。仅用了4天4夜，近100个小时的
时间完成了项目建设，比原计划时间
提前三天。

西咸机场旅客分流中心
扩建项目提前完工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3月
26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
悉，3月25日8时至26日8时，陕
西新增3例境外（英国1例、菲律
宾1例、美国1例）输入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陕西本地无新增确诊病
例，本地新增疑似病例0例，治愈
出院2例。本地确诊病例清零。

境外输入病例一：郝某某，
男，24岁，中国籍，入境前在英国
某大学伦敦校区读书，与人合创
公司。发病前14天内某晚曾与
7个朋友、同事聚会，期间接触人
员均未戴口罩，参与聚会的1名
同事有感冒症状。3月24日8时
35分，患者由伦敦希思罗机场乘
坐BA932（公务舱）到达布鲁塞
尔机场，同机乘务员和外国乘客

均未戴口罩。12时20分在布鲁
塞尔机场乘坐海南航空HU492
（公务舱）于3月25日7时到达西
咸机场。入境后，对其进行核酸
检测，初筛结果为阳性，当日15
时30分转运至陕西省传染病院
（西安市第八医院）隔离治疗。
根据核酸检测结果、临床表现及
流行病学史，患者被诊断为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境外输入病例二：贺某某，
女，30岁，中国籍，与3月20日境
外输入病例沈某某为夫妻关
系。3月18日12时，患者与其家
人乘南方航空CZ3092航班由菲
律宾马尼拉至广州，飞行全程戴
双层口罩并戴手套，飞机上未用
餐。14时35分到达广州白云机

场后，在飞机中等候约2小时，随
转机旅客进入机场。3月19日7
时 37 分，患者乘坐南方航空
CZ3201航班由广州至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飞行全程戴双层口罩
并戴手套，飞机上未用餐。17时
许被转运至咸阳市中心医院东
郊分院（咸阳市传染病院）集中
隔离。3月25日22时6分，咸阳
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核酸检测结
果阳性。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
分院（咸阳市传染病院）根据核
酸检测结果、临床表现及流行病
学史，患者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境外输入病例三：韦某某，
男，22岁，中国籍。美国某大学
学生，入境前在学校和租住房

间往返，与4人同住。患者自述
其就读校区3月19日确诊两名
新冠肺炎患者。3月 17日 1时
15分，患者在纽约肯尼迪国际
机场乘坐 CX845 航班飞往香
港。3月 18日 5时 30分到达香
港，后乘坐KA900航班于 11时
30分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15时30分被统一运送至会展中
心陕西驻京办事处，由工作人
员带往隔离酒店。患者自诉全
程穿防护服，佩戴眼罩、口罩。
3月19日9时10分乘坐KN5651
航班由北京飞往榆林，到达榆
林后，由当地转运至隔离点医
学观察。3月 26日凌晨核酸检
测结果为阳性，患者被诊断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陕西本地确诊病例清零
新增3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6日晚在北京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
并发表题为《携手抗疫 共克时
艰》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不畏艰
险，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按照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的总要求，坚持全民动
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打响
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经过艰苦努力，付出巨大牺牲，
目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
我们仍然丝毫不能放松警惕。当前，
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最
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
团结应对，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
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中方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向
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王沪宁陪同出席。

习近平首先表示，在中方最
困难的时候，国际社会许多成员
给予中方真诚帮助和支持，我们
会始终铭记并珍视这份友谊。

习近平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

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
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习近平
就会议议题提出4点倡议。

第一，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尽早召开
二十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加强
信息分享，开展药物、疫苗研发、
防疫合作，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
播，携手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
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
我建议发起二十国集团抗疫援
助倡议，在世卫组织支持下加强
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
合。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
法，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
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
力所能及的援助。

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
控。中方已经建立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向所有国
家开放。要集各国之力，共同合
作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
科研攻关。探讨建立区域公共
卫生应急联络机制。

第三，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
挥作用。中方支持世卫组织发
挥领导作用，制定科学合理防控
措施。我建议，二十国集团依托

世卫组织加强疫情防控信息共
享，推广全面系统有效的防控指
南。要发挥二十国集团沟通协
调作用，适时举办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高级别会议。

第四，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
策协调。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
观政策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
陷入衰退。要实施有力有效的
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护全球金融
市场稳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中国将加大向国际市
场供应原料药、生活必需品、防
疫物资等产品。要保护弱势群
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中国将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扩大改
革开放，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积极扩大进口，扩
大对外投资，为世界经济稳定作
出贡献。

习近平呼吁，二十国集团成
员采取共同举措，减免关税、取
消壁垒、畅通贸易，发出有力信
号，提振世界经济复苏士气。制
定二十国集团行动计划，并就抗
疫宏观政策协调及时作出必要
的机制性沟通和安排。

习近平最后强调，值此关键
时刻，我们应该直面挑战、迅速
行动。我坚信，只要我们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够彻底
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
好的明天。

今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沙
特国王萨勒曼主持峰会。二十
国集团成员和嘉宾国领导人以
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
组织负责人与会。

各方在发言中均认为，新冠
肺炎疫情正在世界范围快速蔓
延，不仅严重危害世界公共卫生
安全，还对全球经济、金融、政治
产生巨大负面影响。面对这一全
人类的共同危机，没有任何一个
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和合
作，应迅速采取协调、有力行动，
有效切断疫情传播，加强药品和
疫苗研发等科研合作，加大对患
者救治力度，有力维护民众生命
安全与身体健康。要采取有效的
财政和货币政策，保障全球供应
链安全、稳定，维护全球金融稳
定，促进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全力
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损
害。各方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
作用，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弱
势群体提高应对能力。

峰会发表了《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

坚决打好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国家移民管理局26日发布关于暂
时停止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
国人入境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
速蔓延，中方决定自2020年3月28日0
时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
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暂停外国人持
APEC商务旅行卡入境。暂停口岸签
证、24/72/144小时过境免签、海南入境
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
组团入境广东144小时免签、东盟旅游
团入境广西免签等政策。持外交、公
务、礼遇、C字签证入境不受影响。外
国人如来华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
动，以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可向
中国驻外使领馆申办签证。外国人持
公告后签发的签证入境不受影响。

这是中方为应对当前疫情，参考
多国做法，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性措
施。中方愿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做
好当前形势下中外人员往来工作。中
方将根据疫情形势调整上述措施并另
行公告。

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
暂停持有效中国签证
居留许可外国人入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