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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规范交通等领域执法，对一般交通违法初犯偶犯慎用或不适用罚款

年底前个人社保缴费实现“掌上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宋祖锋 台雪超

平度确定两名从外省返
平核酸阳性患者

1月21日凌晨，平度微信公众号发布
致平度全市人民的一封信称，1月20日下
午，平度市确定两名从外省返平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患者，分别是患者张某
平，男，38岁，山东省菏泽市人；患者王某，
女，40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

公布的活动轨迹显示，两人自1月11
日离开黑龙江省绥化安达市，驱车沿高速
去广西贺州市，后于1月14日返平，直接驾
车到平度市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第一次
核酸结果阴性。1月16日上午9时两人再次
去平度市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结果还是
阴性，同时带小女儿做核酸检测。1月17日
上午9时两人到平度市人民医院取小女儿
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也是呈阴性。

活动轨迹显示，两人曾经到当地医院
就诊。1月17日11时，两人到平度市人民医
院心脑血管科挂号就诊，当天11时30分拿
药离院。1月18日上午8时两人去青医附院
平度院区神经内科就诊，中午12时离院。1
月19日上午9时张某平一人到平度市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就诊，10时离院。

1月19日晚上，张某平自测体温38 . 3
摄氏度，出现干咳。1月20日，张某平和王
某两人到平度市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11时离院，13时接到通知核酸阳性，被接
送至隔离病房。

已排查出密切接触者77
人、次密接305人，均已隔离

1月21日，平度市举行疫情防控情况
新闻发布会，平度市市长赵兴绩通报：疫
情发生以来，平度立即组织开展了精准流
调排查和核酸检测。截至目前，已排查出
密切接触者77人、次密接305人，这些人员
均已完成隔离，并且都已完成核酸采样，
核酸检测结果21日全部出来。青大附院

（平度）、平度市人民医院、开发区高中共
计采样6839份，已出检测结果6587份，除
之前公布的2例核酸检测阳性结果外，其
他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未发现有
新的阳性感染者。

赵兴绩说，平度市对确诊病例涉及的
住处、超市、餐饮等15处重点区域连夜实
施管控措施，并完成了初步人员排查和环
境采样。病人居住地和自驾车、医院就诊
场所等环境标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暂不考虑被列入中、高风
险地区

在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问，1月14日患
者到平度市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1月20日
又到平度市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后被确诊
为阳性，那么这期间为何没有进行管控？据
回应，这两名患者1月11日驱车离开黑龙江
省绥化安达市，截止到1月21日8点53分，最
新数据显示，绥化安达市地区没有中、高风
险区域，都属于低风险区域。本人未主动到
社区报备，所以两名患者驾车到广西贺州市，
沿途未受到阻拦。两名患者到平度市人民医
院检测时，他的健康码是绿码，医护人员询问
是否到过中、高风险区域，患者也没说。

据悉，两名患者曾去平度市开发区高中
接送小女儿，对此，平度市教育和体育局局
长王连涛介绍，平度市开发区高中共对2614
人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按照专
家指导，对密接重点关注59人(48名学生、11
位老师)集中转移隔离，核酸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对走读的770名左右师生员工，当天将
点对点转移隔离。学校进行封闭管理。

王连涛介绍，平度市教体部门已安排
幼儿园、义务段学校和职业学校提前放假，
确保师生安全，同时对校园全面消杀。通知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开展线下教学。

平度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郭雅丽表
示，经山东省、青岛市专家组研判，平度疫情
整体可控，尚未表现出社区扩散的风险，目
前暂不考虑被列入中、高风险地区，因此外
地人来平不受限，健康码保持绿码不变。平
度市公交、客运、出租车目前也没有停运。

近日，多地出现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
情。据不完全统计，已有29个省份倡议就地
过年，《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对农村地区及返乡人员相关防
疫工作进行部署。临近春节，数千万大学生
如何返乡备受关注。

记者采访发现，多数低风险地区的高
校已提前放假并延长假期，部分学校允许
家在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留校，集中管理。

1月15日上午，吉林大学2021年“情暖

冬日·学生返乡送站班车”开通。乘车前，学
校为学生们准备了口罩和抗菌喷雾剂等防
疫物资，并组织专人负责防疫物品发放和
乘车信息登记，确保学生安全返乡。

1月18日，大连理工大学寒假开始。学
校于18日至20日三天开展点对点送站。60
辆送站专车，分批次将近25000名在校生送
往机场、火车站、港口等交通口岸。

有的高校还和航空公司联系安排了专
机。1月17日7时，大连外国语大学的172名

学生在大连机场候机楼统一办理乘机手
续，乘坐包机航班从大连飞往兰州。

1月20日、21日，位于大连的东北财经
大学安排3架包机分别飞往太原和兰州，送
300多名学生回家。机场设置了大学生返乡
专用柜台和临时休息区，确保学生出行安
全。此外，家在沈阳的学生们坐上了大连至
沈阳的高铁专列，最大限度减少了出行风
险。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

截至1月21日12时，救援最新进展
情况如下：

现场共有17支专业救援队伍和1
支消防救援队伍，救援人员629人，救
援装备402台套。

生命维护监测通道：1号钻孔持续
进行生命探测，暂未发现生命迹象。

3号钻孔20日12时投放营养液35瓶、
疙瘩汤13瓶、腊八粥13瓶、火腿肠20捆、
矿泉水50瓶、压缩饼干29瓶、咸菜20瓶、
保温杯5个，同时还
投放了湿巾、卫生
纸等生活物品。

4号钻孔钻深
581 . 8米，20日晚
已实现贯通，接替3
号钻孔承担生命维
护监测通道的作
用。21日11时投放
营养液33瓶、大米
粥14瓶、碘伏15瓶、
口罩50个、手消毒
液6瓶，同时下放有
关物资，指导井下
矿工稳妥做好遇难
人员遗体处理工
作。20日17时至21
日12时，与井下被
困人员通话15次。

生命救援通
道：井筒清障深度
358米，10号钻孔进
尺18米。

排水保障通
道：7号钻孔进尺
138米，8号钻孔正
在平整场地。

辅助探测通
道：6号钻孔进尺
554米，9号钻孔进
尺338米，更换水钻
钻头，准备打斜向。

按照应急救援
指挥部“3+1”总体
救援方案，4号钻孔
2 0日晚实现透巷
后，接替3号钻孔承
担生命维护监测通
道作用。目前，通讯
联络、给养输送设
施已转移完毕，5中
段10名矿工已从3
号钻孔位置转移至
4号钻孔位置。

5中段部分矿工体能恢复后，对5
中段进行了平面搜寻，暂未发现其他
被困人员，同时，通过敲击、激光笔投
射、喇叭喊话等方式，尚未收到来自6
中段及其他地方失联人员的信息。

由于爆炸导致井筒内供风供电供
水管路、通信缆线等搅在一起，造成严
重堵塞。且受狭窄的施工场地限制，清
障难度极大。目前，采用的双层吊盘作
业，人员增加至7人，切割机增至4台，清
障效率提高3倍以上，清障进度加快。

经多位国内权威专家评估测算，
竖井距井口350米处堵塞程度超出预
期，预计距井口350米至446米处，仍有
厚度约100米的严重堵塞，障碍物大约
有1300立方米、70吨重。虽然20日以来
清障效率大为提升，但由于障碍物体
量过大，预计主井救援通道打通仍至
少需要15天，甚至更长时间。

据大众日报客户端

最大限度减少出行风险

多所高校安排大学生返乡专车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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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青岛平度市举行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对新增外省返回平度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相关情况进行通报，青大附院(平度)、平度市人民医院、平度市开发区高中共计采样
6839份，已出检测结果6587份，除之前公布的2例阳性外，其他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平度疫情防控情况介绍

采取哪些措施

患者去过的青大附
院(平度)、平度市人民
医院、平度市开发区高

中共计采样6839份，

已出检测结果6587份，除之前公布的

2例核酸检测阳性结果外，其他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截至目前，已排查出密切接触者77
人、次密接305人，这些人员均已完成

隔离

平度疫情整体可控，
尚未表现出社区扩散的风
险，目前暂不考虑被列入
中、高风险地区，因此外地

人来平度不受限，健康码保持绿码不变

健康码会不会受影响

平度市开发区高中

共对2614人进行了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按照专家指导，对密接重点关注59人

(48名学生、11位老师)集中转移隔离，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平度市教体部门已安排幼儿园、义

务段学校和职业学校提前放假，同时对
校园进行全面消杀

涉及学校的情况如何

平度市公交、
客运、出租车目前
没有停运

对公共交通有无影响

患者去过的医院和学校采样6839份，已出结果6587份全为阴性

平度暂未发现新的阳性感染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0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强化措施、完善制度，坚决制止涉
企乱收费，有序做好法定税费征
缴工作，确保不增加企业和群众
不合理负担。

会议指出，广大市场主体是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力量源
泉，直接关系亿万群众利益。要围
绕支持和服务市场主体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多出实招帮他们解难

题，减轻不合理负担，更大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和经济
形势复杂，市场主体仍面临不少
困难，要标本兼治，持续治理乱收
费，减轻企业负担，巩固经济稳定
恢复的基础。一是在全国开展涉
企违规收费专项检查，严肃查处
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征收标
准、扩大征收范围、乱摊派等问
题，对企业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

劣的乱收费行为予以曝光。二是
规范交通、税务、应急等领域执
法，科学制定裁量基准，对轻微交
通违法、一般交通违法初犯偶犯
等更多采取警告方式，慎用或不
适用罚款，在税务执法领域研究
推广“首违不罚”清单制度。三是
继续清理规范重点领域收费。新
设向企业收费的政府性基金必须
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到期基金能
取消的一律取消，一时难以取消

的也要降低征收标准。四是加强
海运口岸收费监管，依法查处报
关、物流、仓储、货物装卸等环节强
制服务收费和明码标价不规范等
违规行为。五是加快修订价格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等方面法规，及时修
改或废除不合理的行政处罚事项，
从制度上防止涉企乱收费。

会议要求，要做好法定税费
正常征缴工作，不得自行对历史
欠费进行集中清缴，不得因社保

费征收职责划转使企业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增加缴费负担。今年所
有省份要保持社保费现行征收方
式不变。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社保缴费业务流程，扩大“非接
触式”服务范围，7月底前实现企
业缴社保费基本能网上办理，年
底前实现个人缴费基本能“掌上
办理”。创新措施，充分保障老年
人、重度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缴费
顺畅便捷。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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