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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教师在线教学纳入绩效管理
教育部印发通知：做好对防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的关怀，不得违规安排超前超纲在线教学

一线医务人员工伤认定开辟“绿色通道”
全国医务人员确诊病例1716例，6人不幸去世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曾益新2月14日说， 多部委已
出台措施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
作条件，包括加强医务人员职业
暴露的防护设施建设和设备配
置、 合理安排医务人员作息时
间、为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和
防疫工作者发放临时性工作补
助等。

曾益新是在当天举行的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他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广大医务人员英勇奋战在抗
击疫情的最前线。日前，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国家卫健委、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
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
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
措施》的通知，提出七方面措施。

这七方面举措包括：改善医
务人员工作和休息条件，维护医
务人员身心健康，落实医务人员
待遇， 提高卫生防疫津贴标准，
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创
造更加安全的执业环境，弘扬职

业精神做好先进表彰工作。
根据网络直报数据， 截至2

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
员确诊病例1716例，占到全国确
诊病例的3.8%；6位医务人员不
幸去世， 占全国死亡病例的
0.4%。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人社部
副部长张义全说，人社部会同有
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
包括向防控任务重、风险程度高
的医疗卫生机构核增不纳入基
数的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开辟
医务人员工伤认定“绿色通道”，
简化程序、临时增补一线医疗机
构人员等。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说，
截至13日，各级财政用于医疗设
备和防护物资购置、支持改善医
疗卫生机构设施条件的支出达
到259.4亿元。其中，对参加一线
疫情防控的医务和防疫工作者，
按照风险程度等因素，分别给予
每人每天300元、200元补助，该
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

■据新华社

本报2月14日讯 日前，教育
部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有
针对性地做好教师工作若干事
项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
要求各地结合当地线上教学平
台和各校实际，因地制宜组织教
师开展在线教学，不得违反相关
规定安排教师超前超限超纲在
线教学。

有突出贡献者
评职称享优待

《通知》指出，要加强对教师
群体的疫情防控工作。各地教育部
门和学校要严防死守，始终把师生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从严从紧做好学校疫情防控需要
返校教师的妥善安排，不得组织教
师参加线下集中面授培训、集中职
称评审、大型会议等集聚性活动。

同时，《通知》强调，要加大对
在防疫一线作出突出贡献教师的
激励表彰力度， 做好对防疫一线
医护人员子女的关怀工作。 支持
高校改革创新医药卫生等相关学
科领域教师科研评价办法， 鼓励
专家团队和领军人才集智攻关；
大力宣传和表彰奖励作出突出贡
献的优秀教师特别是高校医学院
和附属医院中的优秀教师典型，
在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绩效分配
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 及时掌握
了解防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的学
习生活困难， 因地制宜对防疫一

线人员特别是一线医护人员
子女进行看护和教育， 为一
线人员解除后顾之忧。

在线教学
不得超前超限超纲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
部门和学校要做好“停课不
停教、 不停学” 组织部署工
作， 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
因地制宜组织教师开展在线
教学，明确授课内容、课程安
排、授课组织形式，教学过程
中要注意青少年身心健康，
把握好教学内容的适量和教
学时长的适当。 不得违反相
关规定安排教师超前超限超
纲在线教学， 不得要求教师
在正常休息时间进行授课。

要结合当地线上教学平
台和各校实际， 整合优质教
育资源， 确保各级各类教师
有序开展教育教学。 充分利
用国家网络云课堂、 国家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等免费
平台指导学生在线学习或收
听收看。 教师参加在线教学
或网络远程培训， 按照考核
认定的学时数计入教师培训
学时（学分）。教师承担在线
教育教学、在线辅导答疑、作
业批改等计入工作量， 纳入
绩效管理。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记者2月14日从民政部获
悉，民政部近日发布《生活无着
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规
定疫情防控期间救助管理机构救
助期限可以放宽到14天，受助期
满后可根据工作实际和疫情防控
情况继续延长救助期限。

指南要求， 对所有进入救助
站和在站人员应进行身体检视和
登记工作，凡进站必须测量体温、
佩戴口罩， 未经身体检视一律不
许入站。同时，应询问求助人员来
站前的14天期间内， 是否有疫区
接触史或与确诊、 疑似新冠肺炎
感染者接触史， 并通过全国救助
管理信息系统核实， 发现情况应
及时上报。 ■据新华社

本报2月14日讯 今日，记
者从湖南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获悉，《关于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调整住房公积金部分
政策的通知》已于近日印发。《通
知》指出，将新冠肺炎列入大病
提取住房公积金范围，患者因该
病造成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可
按规定申请大病提取。

受疫情影响近期未能及时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位，说明情
况并补缴后， 可视同正常缴存，
其职工申请贷款权益不受影响。
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

的企业，可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
缴存比例，或按规定申请暂缓缴
存住房公积金，待企业效益好转
后，再恢复缴存。

同时，对设有办理时限的提
取业务， 因疫情影响耽误的，可
顺延至疫情防控结束后两个月
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疫
情防控期间不能正常偿还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包括疫情防控一
线人员、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
人员、需要隔离人员等)，不作逾
期处理、不计罚息。

■记者 卜岚

本报2月14日讯 今日一
大早，在长沙城投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中青路加油站，该站为
城市“逆行者”准备的车辆消
毒服务点正式投用，工作人员
张训龙1小时内就为5位疫情
一线工作人员的车辆进行了
免费消毒。据了解，该公司分
别在开福区、雨花区、天心区
分别设置3个免费消毒的服务
点。

公司运营部负责人郑雅文
表示， 考虑到大家平时可能忽
略了对车辆的消毒杀菌， 公司

采购了3套专业车辆消毒设备，
只要是对抗击疫情作出贡献的
一线工作者，提前电话预约，就
能免费享受消毒服务。

郑雅文提醒， 为避免人员
聚集和等待， 目前仅提供电话
提前预约服务。

开福区中青路西加油站（近
医药产业园）：13975828055；

天心区丽江路加油站（近
万科紫台）：13974835881；

雨花区体育新城加油站
（近沙湾路）：13755160912。

■记者 李琪

为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
渠道，商务部办公厅2月13日发
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主
要消费城市与周边产区对接，确
保鲜活农产品产得出、 运得进、
送得到。

通知要求，各类农产品流通
企业要与贫困地区生产基地、龙
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加强合作，
优先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电商
企业要通过扶贫频道、 专区、直
播带货等多种渠道提供流量支
持， 开通农户入驻绿色通道，拓
宽滞销农产品销路。物流企业要
引导物流资源向滞销地区倾斜，
针对滞销产品降低物流配送费
用。 ■据新华社

@抗疫“逆行者”：
这里可享车辆免费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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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4日讯 今日，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下发紧急预警， 严禁任何校外培训机构近期以任何形
式开展线下培训。据悉，近期有个别地区的校外培训机构
在线下组织所谓的补习班、冲刺班，已被当地教育部门依
法取缔查处。

国务院教育督导办指出，疫情期间，严禁开展任何形
式的线下培训，不得举办任何形式的聚集性培训活动。线
上培训也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开展， 不得违规组织
开展超前超限超纲在线教学。 ■记者 黄京

疫情期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线下培训

【省公积金中心】
疫情造成生活困难的，可申请提取公积金

【商务部】畅通农产品
“出村进城”渠道

【民政部】 防控期救助
期限可放宽到14天

2月14日，国务
院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疫情
防控最新进展、特别
是关爱医务人员举
措。当前，全国疫情
防控进入关键时期，
保护和关爱医务人
员是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重要保障。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