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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
将于 1 月 18 日召开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王姝
1 月 15 日，记者从河南省十三
届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获悉，
大 会 将 于 1 月 18 日 在 郑 州 召 开 。
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相比，本
次会议会期压缩 2 天半，正式会期 3
天半。
会议建议议程共 9 项，包括：审

议河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
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审查河南省 2020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审查河南省 2020 年预算执行情
况与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审议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
审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
审议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
决定省十三届人大有关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人选；
选举事项。
据悉，本次仍将对大会进行现
场直播。会议召开期间，拟安排一
次“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动，来自
基层一线的代表将走上通道，讲述
他们的履职故事。

石家庄：第二轮核酸检测全部完成

累计发现阳性病例 247 例
1 月 15 日晚上，河北省石家庄
市召开第十一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
会，对疫情防控相关情况进行通报。
发布会上，
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 1 月 14 日 20 时，石家庄市第二
轮核酸检测全部完成。全市共设采
集点 13758 个，核酸检测 10253103
人，累计发现阳性病例 247 例，其中
藁城区 217 例。
这次检测结果主要有三个特

点，一是新增阳性病例主要集中在
藁城区，藁城区又以增村镇为主。
二是新增阳性病例没有在社区蔓
延。三是没有向井陉矿区、晋州市、
深泽县、灵寿县、井陉县、赞皇县、元
氏县、高邑县、循环化工园区等 9 个
县市区扩散。
加快推进密接者、次密接集中
隔离。为有效阻断疫情全部途径，
对全部密接者、次密接集中隔离，
确

保做到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制定
出台医学观察流程、隔离点建设方
案等一系列制度，精准全面筛查密
接者、次密接者，规范设置集中隔
离场所，周密做好人员的流转，确
保做到应隔离的人员全部隔离。
截至 1 月 15 日 12 时，全市共设置
隔 离 点 434 个 ，隔 离 房 间 27831
间，隔离 27014 人。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事关疫情防控
郑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1 月 15 日，郑州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了我市中小学生放假返校、冷
链食品监管工作等方面的政策举措。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迎迎

寒假期间，师生不跨省域长途旅行，严禁开展任何形式的补课
郑州市制定了《寒假前后学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指导
学校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寒假期间，师生原则上不前往
国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不跨省

域长途旅行，
确需离开居住地的，
须
向学校报告。同时，严禁学校开展
任何形式的补课。
开学前，学校要了解每位师生
开学前 14 天的健康状况和活动轨

迹；
提前 3 天向学生家长发一份复学
注意事项电子指南。安排
“错峰”
返
校，
学生返校后的前 2 周严格控制活
动范围，
少聚集，
不组织室内聚集性
活动，
返校 14 天后再开展校内活动。

20 日起，进口冷藏冷冻肉品和水产品须进集中监管仓接受监管
针对近期国内出现的多点零
星散发疫情和局部聚集性疫情，郑
州市采取多种措施严格应对：强化
冷链食品源头监管。推进中牟县和
惠济区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建
设，全力实现集中检测、集中消杀、
集中存储、集中赋码。目前，两个监
管仓建设工程基本结束，已于 1 月
10 日降温测试，１月 20 日前投入
使用。

实施摸底调查。对全市冷库、
冷链车及冷链食品从业人员进行行
业、属地双向排查，
对
“郑冷链”
赋码
前的存量库存货品开展摸底排查，
全面落实病毒消杀、核酸检测和货
品赋码。加强人员管控，加快推进
从业人员新冠疫苗紧急接种。
扩大监管范围。针对国内“以
物传人”
“环境传人”
多发，
及时对进
口果蔬定期进行核酸抽检；针对经

开区一家 4S 店汽车零部件外包装
抽检样本呈阳性情况，将全部进口
货物纳入管控范围，定期进行核酸
抽检。
自 1 月 20 日零时起，凡进入郑
州市的所有进口冷藏冷冻肉品和水
产品，在储存、加工、销售前必须首
先进入集中监管仓，
进行集中检测、
集中消杀、集中存储、集中赋码、集
中监管。

党政机关、企事业工作人员应带头留郑过节
加强对外地返乡人员的排查。
提倡外地务工人员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在务工地过年，采用视频拜
年、网络问候等方式向亲朋好友传
达祝福。确须返回郑州的，要提前
48 小时向目的地所在社区、村报
告。家庭聚餐建议实行“分餐制”，
养成使用公筷的好习惯，提倡家庭

私人聚会聚餐控制在 10 人以下。
同时，引导农村地区减少春节
期间聚集活动。严控庙会、集会，
在
红白喜事方面，坚持“喜事缓办、丧
事简办、宴请不办”
。
在个人防护方面，郑州市倡导
市民非必要不出境，
非必要不出郑，
在郑州过年。全市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带头留郑过
节。确有必要外出时，建议不要出
境，
也不要到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在疫苗接种方面，截至 1 月 14
日 24 时，我市已对重点人群接种
115233 人次。会上提醒，接种疫苗
后市民应继续佩戴口罩，特别是在
公共场所、人员密集的场所等。

春运期间
健康码全国互认
15 日上午，记者从 2021 年全国
春运电视电话会上获悉，春运期间，
各地要按要求落实健康码互认，要做
到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地方确有疫
情防控特殊原因不认外地健康码需
要先上报。
会议指出，春运期间人员跨省流
动加大，各地要按要求落实全国健康
码互认。如果一些地区因疫情形势，
升级了防控措施，确有特殊需要不认
外地健康码的，必须先向国务院联防
联控办公室、春运疫情防控专班报告，
通过批准才可执行。
据北京日报

教育部：

吸引公费师范毕业生
到农村中小学任教
15 日，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做好 2021 届教育部直属师范
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
《通知》要求，2021 年 5 月底前，
确保 90%的公费师范生通过双向选
择落实任教学校；对符合跨省任教条
件的，做好生源接收地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与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的沟通、核准工作。公费师范生跨省
任教后，
由接收省份负责管理。
《通知》要求，2021 年 5 月底前，
确保 90%的公费师范生通过双向选
择落实任教学校。
《通知》强调，
各地、各有关中小学
校要完善待遇保障，吸引公费师范生
回省任教、终身从教。要落实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优
惠政策，为公费师范生到农村任教提
供办公场所、周转宿舍等必要的工作
生活条件，吸引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到
农村中小学任教。
据央广新闻

2020 年，河南外贸进出口总值
居全国第三

首次突破6500亿元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莉
15 日，记者从郑州海关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2020 年我省进出口总值
6654.8亿元，
较2019年增长16.4%，
高
于全国整体增速 14.5 个百分点，进出
口增速位居全国第 3 位。进出口总值
首次突破 6500 亿元大关，再创历史新
高。外贸进出口总值居全国第 10 位，
中部第 1 位。
发布会上，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
分析，2020 年我省外贸进出口主要呈
现五个特点。一是加工贸易增速超 2
位数，一般贸易占比有所下降。二是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比超六成，民
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三是美国、
东盟、欧盟为我省前三大贸易伙伴，
对
美国进出口增速由负转正。四是机电
产品出口恢复增长。五是全省 18 个
地市中有 13 个地市进出口保持增长，
郑州、济源、洛阳进出口值位居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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