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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本土疫情多点频发，生活必需
品保供工作十分重要。如何疏通堵点，
保障“米袋子”“菜篮子”供应？记者14
日对近期相关部门出台的举措进行了
梳理。

相关部门的信息显示，全国重要民
生商品供给充裕，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
位、蔬菜在田面积增加、肉类价格总体较
为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
局长许正斌表示，保持重要民生商品价
格的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总体上
看，近期全国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裕，粮
油价格保持平稳，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
行，牛羊肉和鸡肉价格较为稳定，鸡蛋价
格稳中略升。

他表示，3月中旬以来，蔬菜价格受
疫情多发导致物流受阻、成本上升等影
响，出现明显上涨，特别是上海、长春等
地涨幅较大。近日随着各地保供稳价措
施的落实，价格开始逐步回落。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期公布
的信息显示，当前我国粮食库存处于历
史高位，特别是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
种占总库存比例很高。中央储备规模
稳中有增、结构和布局不断优化，地方
储备规模增加，口粮比例保持较高水
平，企业商品库存增加较多，防范风险
能力增强。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加强
猪肉的储备调节，各地积极推动相关工
作，各大中城市普遍制定了保供稳价的
方案预案，充实了小包装成品粮油、猪肉
等储备，部分城市还增加了鸡蛋、耐储蔬
菜储备，组织开展平价销售惠民活动，一
些地方根据物价变化情况向困难群众及
时发放了一次性补贴。

稳定农业生产，是稳住“米袋子”“菜
篮子”的基础——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目前蔬菜
在田面积增加，4月上旬产量1930万吨，
一季度肉蛋奶产量同比均有所增长，保

障供应有坚实基础，可以满足消费需求。
农时不等人。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积

极应对近期疫情影响，扎实推进春耕春
管，冬小麦弱苗转化升级好于预期，一二
类苗比例已基本与常年持平，春播进度
同比略快。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指导地方落实好分级分类防疫措施，精
准施策抓实抓细春管春播，加强小麦中
后期田管，抓好赤霉病等小麦穗期病虫
害防控，落实春播面积；加快农资下摆入
户，做好农机跨区作业及夏粮机收预案，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因封控措施导致的农
机手返乡受阻、农机配件购不到等问题。

“多方帮一方”，疫情防控重点地区
的生活物资供应工作持续加强——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李党会介
绍，对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启动“多方帮
一方”的联保联供机制，及时调动周边省
份、生活物资外延基地省份市场资源和
保供力量，维护好重点地区的正常运转。

物流畅通对稳价保供发挥着重要
作用，疏通物流堵点做好保通保畅工
作——

日前，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要
求全力保障货运物流特别是医疗防控物
资、生活必需品、政府储备物资、邮政快
递等民生物资和农业、能源、原材料等重
要生产物资的运输畅通。

交通运输部要求千方百计保障服务
区正常运行，受疫情影响的高速公路服
务区要坚持开放运营状态，不得擅自关
停。同时，做好高速公路服务区滞留车
辆人员的如厕、餐饮、加油等服务保障工
作，确保服务区“好进快出”、收费站“好
收快走”。

为切实保障重点物资和邮政快递通
行，通知还要求指导电商平台和快递企
业提高作业场地精准防控水平；有条件
的地区可增设无接触投递设施，防止出
现邮件快件积压等情况。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14日通报，4月13日0—
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3020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21例（广西 6
例，四川5例，福建4例，云南3例，北京
1例，江苏1例，广东1例），含3例由无
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四川2例，福
建1例）；本土病例2999例（上海2573
例，吉林325例，广东47例，浙江9例，
福建9例，黑龙江7例，山西4例，河南4
例，江苏3例，海南3例，云南3例，河北2
例，安徽2例，陕西2例，青海2例，北京1
例，辽宁1例，江西1例，山东1例），含
34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吉
林214例，上海114例，福建6例，浙江4
例，海南3例，广东2例，河北1例）。无新
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024例，其
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1997例
（吉林1105例，上海737例，福建36例，
黑龙江25例，山东19例，辽宁15例，安
徽8例，广东8例，天津7例，浙江6例，河
北4例，山西4例，江苏4例，江西4例，北
京3例，湖南3例，陕西3例，广西2例，海
南1例，重庆1例，四川1例，甘肃1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7636人，
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9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308例（无
重症病例），现有疑似病例15例。累计
确诊病例17936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7628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4月13日24时，据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现有确诊病例22822例（其中重症病
例7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43922例，
累计死亡病例4638例，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171382例，现有疑似病例15例。累
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769034人，尚在
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44823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6391 例，其中境外输入 73 例，本土
26318例（上海25146例，吉林674例，
广西129例，江苏50例，安徽48例，河
南42例，湖北42例，辽宁32例，河北30
例，山东28例，广东21例，江西20例，
福建15例，青海12例，浙江10例，云南
7例，山西4例，内蒙古3例，黑龙江2
例，陕西2例，重庆1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
者18188例，其中境外输入107例，本土
18081例（上海15406例，吉林1937例，
福建154例，河北127例，安徽115例，
辽宁102例，山东64例，江苏39例，江
西38例，广东20例，甘肃15例，广西13
例，天津12例，黑龙江11例，湖北7例，
云南7例，浙江3例，河南3例，湖南2
例，新疆2例，内蒙古1例，重庆1例，四
川1例，贵州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347例（境外输入3例）；尚在医学观察
的无症状感染者266230例（境外输入
844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338442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308767 例（出院 62204 例，死亡 8948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82 例（出院 82
例），台湾地区 29593 例（出院 13742
例，死亡854例）。

国家卫健委：

4月13日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2999例
治愈出院病例2024例

4月 14日 8时 30分，贵州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2022年 4
月 13日 0—24时，全省无新增确诊病
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
病例。当日解除无症状感染者医学观
察1例。

截至4月13日24时，贵州省累计
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77例、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1例，累计治愈病例172例、死亡
病例2例。

现有本土确诊病例4例（黔西南州
兴义市4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黔西
南州兴义市2例）。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当前，国
内外疫情防控形势仍严峻复杂，传播速
度快、感染风险高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已在国内散发，防输入防反弹的压力加

大，建议入黔的朋友持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并在抵黔后48小时内主动
开展1次核酸检测，提前在微信小程序

“贵州健康码”中开展健康申报，减轻传
播风险，落实疫情防控个人责任。同
时，要坚持科学戴口罩、勤洗手、常通
风、不聚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养成良
好卫生习惯。持续关注国内疫情动态
变化及各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行动轨迹，合理安排出行，如非必要，不
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坚决守住和拓
展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共享美好生
活，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根据“国务院客户端”APP对全国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目录调整的情况，
2022年4月13日0时，全国16个高风
险地区，223个中风险地区。

4月13日贵州省新冠肺炎疫情
信息发布

一季度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8.34万
亿元，在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的背景下再
创新高。14日，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
人在解读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时表示，
我国信贷扩张靠前发力，引导金融机构
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全力支持受疫
情影响严重地区和行业企业纾困解难。

“流动性合理充裕，金融总量稳定
增长，信贷结构优化，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稳中有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
和效率不断提升。”人民银行调查统计
司司长阮健弘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如此总结一季度我国主要金融数
据表现。

数据显示，3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余额 249.77 万亿元，同比增长
9.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10.6%，超出市场预期；3月新发放的企
业贷款利率为4.37%，比上年12月低8
个基点。

在信贷结构方面，金融机构加大对
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小微企业等重大领
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数据显示，3月末，我国普惠小微贷
款余额20.8万亿元，同比增长24.6%；支
持小微经营主体5039万户，同比增长
42.9%；投向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同比增
长29.5%。

国内疫情近期多发，服务业等部分
行业和小微企业受到一定冲击，生产经
营面临困难。

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
示，下一步要落实落细金融纾困政策，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
和行业的信贷资源倾斜，创新金融产品
和服务，积极满足合理的融资需求，特别
是避免盲目限贷、抽贷、断贷，支持困难
行业企业渡过难关。

同时，人民银行将继续用好普惠小
微贷款支持工具、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
强化正向激励，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
化原则，合理提供贷款展期或续贷的安
排，扩大普惠小微贷款投放，提升信用贷
款和首贷户的比重。

“预计未来信贷投放将继续保持稳
定增长的态势，支持经济复苏。”阮健弘

表示，人民银行将继续疏通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力度，增
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疫情发生以来，部分居民收入受到
短期影响，存在推迟偿还月供、重新安排
还款计划的需求。

邹澜介绍，目前，我国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和公积金贷款余额合计超46万
亿元，贷款质量整体较好，不良率长期维
持在0.3%左右。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持
续关注疫情形势，指导银行将延期还款
政策落到实处，适当简化业务流程，畅通
投诉维权渠道。

近期，多地房贷利率出现下调，个
别地方首付比例也有所调整。对此，邹
澜表示，房贷利率下调主要是发生在银
行层面。3月份以来，由于市场需求减
弱，全国已经有一百多个城市的银行根
据市场变化和自身经营情况，自主下调
了房贷利率，平均幅度在20个至60个
基点不等。

“此外，部分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

机制也配合地方政府调控要求，在政策
范围内下调了首付比例下限和利率下
限。”邹澜认为，这是地方和银行根据市
场形势和自身经营策略，做出的差别化、
市场化调整。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围绕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因城施策
配合地方政府履行好属地责任，更好满
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此既
要坚定信心，也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新
挑战。”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
表示，今年以来，货币政策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稳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加大金融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

他介绍，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适时运
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大金
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支持
力度，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降低综合融
资成本。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记者14
日从公安部了解到，2021年，公安机关
共立案侦办生态和生物安全相关犯罪
案件5.4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7万
余名，打击危害生态和生物安全犯罪取
得积极成效。

公安部14日还公布了一批打击危
害生态和生物安全犯罪典型案件。
2021年7月，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森警
支队根据工作线索，侦破系列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
名，现场查获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小熊猫50只、猕猴2只，查明涉案小
熊猫100余只。经查，犯罪嫌疑人韦某
多次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甘孜州泸

定县等地非法收购小熊猫并对外销售。
2021年9月，黑龙江省垦区公安局

建三江分局根据群众举报线索，侦破一
起滥伐林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
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昌在未取得采伐
许可证的情况下，与犯罪嫌疑人隋某泉
私自签订买卖协议，并雇人在隋某泉名
下的林地进行非法采伐，造成林地严重
破坏。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
将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以
专项打击为抓手，强化组织部署，狠抓
任务落实，依法严厉打击破坏国家生态
环境资源犯罪，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
生物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公安部：
立案侦办生态和生物安全
相关犯罪案件5.4万余起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记者14
日获悉，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交
通管控与运输保障专班近日印发通知，
公布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式
样。对于持有通行证的跨省份进出涉
疫地区的货运车辆要保障优先通行，有
条件的地区设立专用通道保障持通行
证车辆快速通行。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交
通管控与运输保障专班有关负责人介
绍，通行证实行“一车一证一线路”，有
效期由各省级联防联控机制确定，纸质
和电子通行证具有同等效力。对于通
信行程卡带＊号的货车司机，司乘人员
体温检测正常且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健康码、通信行程卡（“两码一
证”）符合要求的要保障通行。同时要

严格落实车辆到达前相关信息报备、目
的地闭环管理等要求。

这位负责人表示，涉疫地区（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的县区）所在地的省级联防联
控机制，根据本地疫情防控形势和重点物
资运输需求，适时启动通行证制度，按照
全国统一式样制发通行证，并推行网上办
理。前期已制发通行证的省份要加快与
全国统一式样通行证的过渡转换。

这位负责人强调，通行证由省级联
防联控机制统一监制，由省级相关部门
核发。启用通行证地区的重点物资收
发货单位，可根据物资类别，向所在地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公安、交通运
输、商务、农业农村等部门提出申请。
运输起讫地均未建立通行证制度的，无
需办理通行证。

全国统一式样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公布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记者14日
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等八部门日前
联合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
明确涵盖提升教师能力素质、推动优质
师资均衡、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深化
管理综合改革等方面的15条措施，进一
步加强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在当
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基础教育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

地位。我国现有基础教育教师1586万
名，占专任教师总数的86%。

据介绍，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师
范教育的投入力度，目前有215所师范
院校、500多所非师范院校参与教师培
养，基本形成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但师范院校的办学水平、保障水平仍待
加强，办学条件有待改善。

为此，计划提出，重点支持建设一
批国家师范教育基地，构建师范院校为

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发展
机构为纽带、优质中小学为实践基地的
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
系。实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
定向培养计划。

计划明确，严把教师入口关，全面推
开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
改革。落实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严格落
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深化职称改革，
实行分类评价，出台完善中小学岗位设

置管理的指导意见。绩效工资分配向班
主任、教育教学效果突出的一线教师、从
事特殊教育随班就读工作的教师倾斜。

在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方面，计划提
出，加大经费保障力度，切实解决拖欠义
务教育教师工资和欠缴社会保险费、职
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问题。着力提高
乡村教师地位待遇，形成“学校越边远、
条件越艰苦、从教时间越长、教师待遇越
高”的格局。

“米袋子”“菜篮子”供给总体充裕
相关部门齐发力疏堵保供

□新华社记者

金融总量稳定增长 落实落细纾困政策
——解读一季度我国主要金融数据

□新华社记者 吴雨

事关1586万教师！《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印发

4月14日，在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方舱医院，首批
患者出舱。

当日，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方舱医院首批322名
患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顺
利出舱。

□据新华社

上海最大方舱医院首批患者出舱上海最大方舱医院首批患者出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