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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 20 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我
国陆路边境的疫情输入压力还在增
大，当务之急是真正做到“一市一
策”，加强防控措施的针对性，补上
薄弱环节。

目前，黑龙江绥芬河口岸的疫情
输入压力引发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疾控局副局长周宇辉说，当务之
急是根据边境口岸地区的实际情况，
制定、完善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真
正做到“一市一策”。

据介绍，对边境入境人员比较多
的地区以及防控基础比较薄弱的地
区，在省内调配医疗资源的基础上，
国家层面会选派疾控专家和医疗团队
帮助进一步完善防控方案，并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加大对检测试剂、医疗设

备以及防护物资等的支持力度，真正
构建关口前移、入境管控、社区排查
以及门诊监测、医疗救治的全链条闭
环管理。

面对陆路边境疫情输入压力仍在
增大的挑战，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
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表示，国家移民
管理局将指导各地移民管理机构在当
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边境
地区实有人口管理，做到境外返回的
人员必见面、辖区居留的境外人员必
见面，严防人员随意进出。同时，加
强对进出边境地区人员和交通运输工
具的检查、信息登记，会同有关部门
实施防疫检测工作；加大流动查缉，
堵塞要道两侧小的便道，防止不法人
员绕关避卡，严查严堵不法人员进入
内地。 据新华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陆路边境疫情输入压力还在增大

最高人民法院 20 日印发《关于依法妥
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一）》，其中明确，用人单
位仅以劳动者来自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等
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据了解，这份意见为人民法院依法妥
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出十条具体措施。

“意见专门对劳动者、消费者权益保
护以及中小微企业的帮扶等作了规定。”
最高法研究室负责人介绍，用人单位仅以
劳动者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
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离人员
或者劳动者来自湖北等疫情相对严重的地
区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意见要求各
级人民法院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严
厉惩处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口罩、护目
镜、防护服、消毒液等防疫物品以及食
品、药品的行为，维护社会市场秩序，保
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在中小微企业司法保护方面，意见强

调，对于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可以采取灵活的诉讼财产
保全措施。

意见同时提出，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积极引
导当事人和解协商、共担风险、共渡难
关。要依法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严格
把握适用条件。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
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合同纠纷案件，除当事
人另有约定外，应当综合考量疫情对不同
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准确
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
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依法部
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当事人主张适用不可抗力部分或者全
部免责的，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
义务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举
证责任。当事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损
失扩大有可归责事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意见还就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诉讼时
效中止、诉讼期间顺延、加大司法救助力
度、灵活采取保全措施等内容作了规定。

据新华社

据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 20 日通报，为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安全有序
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湖北省 2020 年
高考时间及春季学期开学时间已经
确定。

其中，根据教育部公告要求，
经综合研判、审慎研究并商教育部
同意，湖北省 2020 年高考时间为 7
月 7 日至 8 日。此前，教育部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告， 2020 年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延期一个
月举行，考试时间为 7 月 7 日至 8
日。

湖北省 2020 年高考具体科目考

试时间安排为： 7 月 7 日，语文， 9
时至 11 时 30 分；数学， 15 时至 17
时。 7 月 8 日，文科综合及理科综
合， 9 时至 11 时 30 分；外语， 15
时至 17 时。

春季学期开学时间安排方面，
湖北省普通高中毕业年级（含中职
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毕业年级）学生 5
月 6 日统一开学；初三年级开学时
间，经各市（州）科学评估确定报
省备案后，由市（州）发布。其他
学段和年级开学时间，根据疫情防
控情况综合研判另行发布。

据新华社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周
宇辉 20 日表示，目前集中医学观察
点所在区县成立了心理疏导和社会服
务领导小组，加强对隔离人员的人文
关怀和温馨服务，根据需求提供必需
的心理疏导。

他是在当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示
的。周宇辉介绍，在保障集中隔离人
员正常生活的同时，合理调配医护人
员全面落实隔离人员的健康监测，同
时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药品，并制
定相应的处置预案。同时，严格加强

隔离点卫生防疫要求，完善消毒管
理，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和医疗废弃物
处理，有效降低疾病传播风险。

周宇辉表示，目前非“四类”人
员是由第一入境点所在省份实施入境
后集中医学隔离观察 14 天，隔离期
满后及时返回居住地，不需要再进行
隔离医学观察。在隔离期间接受了实
验室检测，且符合转为居家医学观察
条件的人员，回到居住地后要按照规
定接受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直至满 14
天后才能解除隔离。

据新华社

国家卫健委：

加强集中隔离人员的人文关怀

提供必要心理疏导

湖北今年高考时间为
7 月 7 日至 8 日
高中毕业年级学生 5 月 6 日开学

因来自疫情严重地区而横遭解雇？
最高法意见来了！

最后一支援鄂抗疫国家队返京
4 月 2 0

日，国家援鄂
疾控队队员走
下飞机。

当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
在首都机场举
行仪式，欢迎
中国疾控中心
66 名国家援鄂
疾控队员及 8
名赴鄂社区防
控小分队队员
圆 满 完 成 任
务 ， 返 回 北
京。这也是最
后一支撤离武
汉的援鄂抗疫
国家队返京。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
20 日发布的《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 2020-2029 ）》预计，今年我国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能够实现稳产保
供。

记者当天从北京召开的 2020 年
中国农业展望大会上了解到这一信
息。本届大会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信息研究所主办，目的是为农业生产
经营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

根据报告，今年我国农业种植结
构将继续优化，水稻、小麦不断调优
品种结构，口粮播种面积 8 亿亩左
右，优势产区玉米产能将得到巩固提
升。水稻、小麦、玉米产量将分别达
2 . 09 亿吨、 1 . 34 亿吨和 2 . 67 亿
吨。

报告预计，肉类供给结构将得到
优化，禽肉产量有望继续增长，奶业

提质增效明显，水产健康养殖较快发
展，绿色优质安全产品供给增加。

同时，大豆振兴计划将继续深入
实施，大豆面积有望再增加 200 万
亩以上。棉花面积预计稳定在 5000
万亩左右，油菜播种面积预计增加，
特色油料生产有望不同程度增长。

报告同时预计，受非洲猪瘟和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猪肉进口量将
比上年增长 32 . 7% 、达 280 万吨左
右，禽肉、奶制品进口量分别将比上
年增长 7 .5% 和 3 .3% 。

报告还对未来 10 年的农产品生
产、消费、贸易、价格走势进行了展
望，预计我国农业转型升级将明显加
快，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增产保供能力
大幅提升。

据新华社

报告预计

今年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将能实现稳产保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