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自3
月 25 日起，武汉恢复部分公交线
路运营。3月28日起，恢复轨道交
通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6
号线、7号线运营。恢复运行的公
交、地铁线路的开收班及运营时
间，仍按车站公示时间实施。

据悉，3 月 25 日恢复的公交
线路共计 117 条，包括汉口、武
昌、武汉三大火车站始发的 42
条公交线路；中心城区(含武汉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
术 开 发 区)75 条 区 域 公 交 线 路
(含微循环公交线路)。投放的
公交运力为全网运力的 30%，后

期还会根据客流情况，对运力进
行动态调整。

相关人士介绍，乘客乘坐公交
车出行时，必须佩戴口罩，依次排
队测温，按照“一车一码、上下车扫
码、一车一管理员”的安全管理要
求，实行实名登记、扫码乘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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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累计安排防控资金257.5亿元

省国资委所属中职院校即将开学
3月24日，记者从省国资委召

开的2020年春季学期所属中等职
业学校毕业年级复学工作会上获
悉，各院校要认真学习最新出台的
政策和文件，不断完善工作预案，
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加强与相关职
能部门的沟通协调，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结合自身条件，切实做好开
学准备工作。

据了解，会上学习传达了省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应急指挥部关于做好2020年春季
学期全省高三、初三年级学生和中
等职业学校毕业年级学生返校学
习有关文件精神，同时各院校主要
负责同志结合本校实际汇报了复
学准备、存在的困难及下一步教学
安排和组织情况，还对院校复学后
综治安全管理有关工作进行了部
署。(实习生罗文香记者林卓旎）

财政部 24 日公布 1-2 月财政
收支情况。数据显示，1-2月累计，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232 亿
元，同比下降 9.9%。其中，中央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42 亿元，同比
下降 11.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 收 入 17990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8.6%。全国税收收入 31175 亿元，
同比下降 11.2%；非税收入 4057 亿
元，同比增长1.7%。1-2月累计，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350 亿元，
同比下降2.9%。

据了解，全国财政收入同比
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巩固减税
降费成效，增值税翘尾减收效果
持续释放。二是上年末延至今年

初缴纳入库的税收收入同比减
少。三是疫情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在 2 月份明显显现，进口环节税
收、车辆购置税等 2 月份当月申
报税种降幅明显扩大，住宿餐饮、
居民服务、交通运输等行业税收
收 入 分 别 下 降 55.1% 、41.6% 、
37.3%，房地产业、建筑业、批发零
售业、制造业等行业税收收入也
大幅下降。

虽然财政减收明显，但疫情防
控经费和基层“三保”支出，仍得到
较好保障。截至3月21日，中央财
政已累计安排有关防控资金257.5
亿元，支持地方做好患者救治、医
护人员补贴发放，以及建立疫情防

控短缺物资储备、开展药品和疫苗
研发等工作。与疫情防控直接相
关的卫生健康支出2716亿元，同比
增长22.7%。在去年四季度已提前
下达转移支付的基础上，今年以来
预拨均衡性转移支付 700 亿元、县
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406
亿元，增强地方财政经费保障能
力，支持地方做好疫情防控和基层

“三保”工作。此外，财政部还建立
了“全国县级财政库款监测”机制，
动态监测湖北等受疫情影响较大
地区的财政库款情况，加强资金调
度，确保疫情防控、“三保”等资金
及时足额拨付到位。

（据新华社）

直击湖北解封第一现场

记者赶到荆州市公安县黄
山 头 镇 ，这 里 与 湖 南 省 常 德 市
安乡县黄山头镇紧紧相临。在
离 鄂 通 道 界 沟 省 界 卡 口 ，湖 北
湖 南 分 别 设 有 值 守 点 ，并 分 别
建有隔离门。

24 日晚 11 点 10 分，拆除卡点

彩钢板的工人带着工具来到现场。
11时50分，在电钻的轰鸣声和大铁
锤的闷响声中，隔离用的彩钢板被
一块块拆除。

25 日零点，离鄂通道彻底打
通，湖北湖南人民齐声欢呼，相互
问候，其乐融融！

24日晚，在孝感各高速公路入
口处，均设有执勤卡点，记者看到，
市民凭绿码，经过查验和测量体温
后，可以正常进入高速公路。

24 日晚 23 时 50 分许，在孝感

北收费站，在此执勤的工作人员开
始撤除帐篷等临时设施。

卡点撤除后，工作人员在收费
站门口合了个影，“坚守了两个多月，
终于等到了解除管控的这一天。”

在杭瑞高速黄石阳新枫林镇
有一处卡点，这里扼守湖北东大
门。越过该卡点向东 10 余公里，
便上江西省瑞昌市。

阳新县枫林镇党委书记柯水
林介绍，根据阳新县防控指挥部的
要求，该镇派出了防疫专班，保证
每班至少有 6 至 8 人，加上高速交

警和路政人员，每班 10 余人左右
在值守。从1月22日开始，工作人
员已在此值守了60多个昼夜。

当晚零时，黄石境内 12 个高
速路口进出通道和 351 国道枫林
与江西交界处交通管控全部解
除。

（据新华社、《楚天都市报》）

【鄂赣省界】
封闭两个月 一夜得畅通

【鄂豫省界】
卡点撤除 工作人员笑着合影

【鄂湘省界公安县黄山头镇卡点】
卡口打通 现场一片欢呼

24日零时起，上海市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
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上海市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在24日举行的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将优化调整现行上海
社区防控策略，适度放开住宅小区
入口管理。

首先，各小区保留出入口检查
点，保留进入人员必测体温的制
度。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
各小区可取消入口人员登记和车
辆登记。但是，对首次返回小区的
来沪人员，仍应做好信息登记工
作；对过去 14 天有重点国家和地

区旅居史的，仍应按照联防联控机
制要求及时报告，严格落实居家隔
离等各项健康管理措施。

以出示“随申码·健康”绿码作
为通行凭证，快递员、外卖员、搬家
员等物流人员和车辆可进入小区；
看望亲友的访客、家政员、维修人
员，经住户同意可进入小区；房地
产经纪人员及其客户，经房屋业主
或出租人同意，可进入小区；房屋
装修业主及装修企业，经向居村委
会和小区物业报备，并书面承诺不
影响周围居民正常学习生活的，可
进入小区施工。

（据新华社）

上海适度放开小区入口管理
可以视实际情况取消入口人员登记

随着全球确诊病例数不断增
加，医用防护物资短缺已成为当前
世界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大
难题。在保障国内需求的前提下，
我省口罩企业全力扩大医用防护
物资出口。截至3月23日，全省出
口口罩 1142.5 万只、防护服 13 万
件、隔离衣268.82万件。

我省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医用
N95 口罩、防护服、隔离衣等医用
防护物资出口。商务、海关部门建
立可供出口产品、产能、主要出口
国别（地区）清单。同时，指导企业
申请国外相关认证，获取市场准入
资格。通过江西数字外贸平台和

全球贸易通、江西金控外贸等外贸
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多渠道，及
时发布产品出口供应量、出口价
格、企业联系人等信息，向国内外
买家推送；指导重点医用防护物资
生产企业在线洽谈，线上接单。

全力保障通关，开启防疫物资
出口通关“加速度”。南昌海关在
关区各业务现场设立防疫物资通
关专用窗口，确保防疫物资进出口
绿色通道全天候畅通；全面实施防
疫物资优先查验措施，对疫情防控
期间需查验的防疫物资优先安排
查验，实现防疫物资出口通关“零
延时”。 （据《江西日报》）

江西已出口
口罩1142.5万只防护服13万件

据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消息，
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应急指挥部 25 日发布公告称，
决定对前期已发布公告中部分条
款内容予以终止、调整或删除。其

中包括，终止 6 号公告第二条中
“疫情期间，暂停麻将馆、茶室、网
吧等有交叉传染风险的经营场所
开业”及第三条中“暂停组织群体
性聚餐活动”的规定。 (据中新网）

四川终止群体聚集禁令
麻将馆网吧等恢复营业

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下发
《关于拨付 2020 年中央财政专
项帮扶资金保障疫情期间困
难职工基本生活有关事项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下拨
2.5 亿元中央财政专项帮扶资
金，用于保障疫情期间困难职
工生活。

《通知》规定，各地工会要

对建档的深度困难职工发放疫
情期间生活补贴。帮扶资金下
达各省(区、市)总工会后，各地
要简化程序，加快资金拨付进
度，由帮扶中心及时发放到困
难职工家庭。对工会建档的深
度困难职工坚持应发尽发，做
到全部覆盖、保障到位。

（据中新网）

2.5亿元中央财政专项帮扶资金
保障疫情期间困难职工基本生活

◎相关新闻

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16个
地市州自25日零时起，解除离鄂
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
鄂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可安
全有序流动。据湖北省公安交管
局有关人士介绍，25日当天，高
速公路通行流量已到达疫情期间
的1.5倍左右。

封闭两个月，一夜得畅通。
25日凌晨，记者分赴湖北各地，见
证离鄂通道解封的欢快与释放。

【鄂湘省界来凤卡点】
湘鄂情大桥上
见证欢快的放行

“终于盼到这一天。”3月25日
零时02分，重庆高建公司驻来凤负
责人凌洁，在209国道湘鄂情大桥
来凤疫情防控点，经湖北健康码

“绿码”和身份证查验、检测体温
后，顺利驶出来凤地界，成为离鄂
通道解除管控后从来凤驾车出省
第一人。

凌洁的家在与来凤一河之隔
的湖南省龙山县城，因为工作需要
和疫情管控，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和
家人见面。3月24日，看到湖北疫
情防控指挥部通告后，她 23 时 30
分就驾车来到来凤卡口排队。“很
顺利，查验绿码和身份证就放行，
不再需要原来的健康证明、通行
证、接收地证明。”

驶离来凤，一脚油门来到 300
米外湘鄂情大桥另一端的湖南龙
山疫情防控点，和出来凤一样，凌
洁出示湖北健康码“绿码”和身份
证接受查验、检测体温后即获准进
入龙山县城。“这样确实方便多了，
今晚回家，好好睡一觉，陪陪家
人。”

子夜时分，随着管控解除，湘
鄂情大桥上往来车辆明显增加。
零时10分，在龙山开奶茶店的来凤
人向婕驾车经过龙山卡口进入来
凤卡口，经湖北健康码“绿码”和身
份证查验、检测体温后，一脸笑意
赶往家中。

◎同步播报

武汉逾百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行

湘鄂情大桥卡点解封湘鄂情大桥卡点解封

首辆从湖北去往湖南车辆首辆从湖北去往湖南车辆，，交警对车主测体温交警对车主测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