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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政策落地
“卡点”多部门继续加大助企纾困力度

努力做到“免到位、减到位、缓到位”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 张辛欣 魏玉坤）工信部
副部长徐晓兰在 18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
针对近期中小企业面临的突出困难，
多部门推出一系列纾困
举措。下一步，
工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各地，
压实责任，
解
决政策落地过程中的
“卡点”
，
努力做到
“该免的免到位、
应减
的减到位、能缓的缓到位”
。同时，
继续加大助企纾困力度，
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不少中
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
受到较大冲击。
“国家统计局近期有关研究结果显示，近十年来中小

上海
对可能出现的零星新增

“快、准、管”措施处置
据新华社上海5月18日电

（记者 袁全）记者从 5 月 18
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上
海在社会面清零后，
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零星新增阳性感染
者，
将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
认真做好流行病学调查，
通
过
“快、
准、
管”
三方面措施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发布会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丹丹对三方
面措施作了具体介绍。
“快”，
即社会面一旦出现阳性感染者，
必须坚持以快
制快，
统筹协调“市—区—社区”
三级流调队伍，
接报后第
一时间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严格落实“2+4+24”工作要
求，即流调队伍 2 小时抵达现场、4 小时完成流调核心信
息、24 小时初步查清基本情况并完成流调报告。
“准”，
即依托流行病学调查应急指挥系统，
充分发挥
公卫、公安、工信的“三公（工）”协同工作机制作用，结合
现场调查和大数据信息，综合分析、科学研判，排查活动
轨迹，锁定风险人群，合理判定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
接，
做到“应查尽查、应判尽判、不漏一人”。
“管”，即从严落实各项管控措施，首先做到“应转尽
转”
，
发现阳性感染者后第一时间与市、
区转运部门联系对
接，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以最快时间、最高效率完成阳性
感染者转运工作。对于已排查判定的密切接触者，做到
“应隔尽隔、应隔快隔”，
最大程度阻断传播风险。对于涉
及的重要场所或重点区域，
及时开展风险排查和管控。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每增长 1%，能够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0.13%。”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有关负责人汤魏巍在吹风
会上介绍说，助力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持续发展，对于稳定
经济运行、稳定居民就业非常重要，
也非常必要。
围绕中小企业实际困难和现实需求，各部门各地正加
力施策，切实减轻市场主体压力、助力企业纾困的政策“组
合拳”接连推出。徐晓兰说，当务之急要抓好各项政策落
实，
进一步增强中小企业的“获得感”。
徐晓兰表示，将突出做好“1+4+1”系列重点工作。即
落实落细助企纾困一系列举措，深入开展好防范和化解拖

北京

欠中小企业账款、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一起益企”
中小
企业服务行动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四个行动，加快构建优
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同时，工信部还要发挥国家级、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作用，动员各方面资源加强政策宣传与服务，让政
策入企业、入园区、入集群，助力中小企业渡难关、增信心、
促发展。
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负责人毛红军说，中国银保监
会将保持对小微企业的信贷增量支持，缓解困难企业的贷款
周转难题，
帮助市场主体更好应对风险。

京津两地通勤人员进出京

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 张漫子）记者 18 日从北
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338 场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
自 5 月 19 日起，
北京调整京津两地通勤人员核酸
证明查验要求，通勤人员每次进出京均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5 月 17 日 15 时至
18 日 15 时，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49 例，其中
35 例与近期发生的聚集性疫情有关。北京近期发生的聚
集性疫情，一是岳各庄市场相关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感染
者 78 例，二是房山区韵达快递长阳分部相关聚集性疫情累
计报告感染者 50 例。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
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说，当前北京接连出现聚集性疫情，社
会面仍筛查发现零星散发病例，首都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不容丝毫迟疑和松劲懈怠。鉴于当前京津疫情形势，

北京调整京津两地通勤人员核酸证明查验要求。
针对近期出现的岳各庄市场和韵达快递的传播链，目
前已排查落位 651 人，并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北
京市丰台区副区长孔钢城介绍，前期丰台区已对岳各庄市
场相关配送人员按照高风险人员进行管理。目前丰台区围
绕岳各庄市场聚集性疫情加强排查管控，集中力量开展到
访、送货、采购等人员信息摸排，分析病源轨迹碰撞交集情
况。对丰台区相关人员全部落实管控，对外区外省市人员
已将信息第一时间横转属地，
确保不漏一人。
刘晓峰说，
流调分析发现，
有病例近期一直未参加核酸
筛查，
不但延误了治疗还导致了疫情传播，
增加了疫情防控
不确定性。高质量、全覆盖开展区域核酸筛查和常态化核
酸检测是尽早发现隐匿传染源的最重要手段。请广大市民
朋友积极主动参加核酸筛查，戴好口罩、有序排队、保持安
全社交距离。

北理工房山校区出现疫情 相关人员集中隔离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 张漫子） 记者 5 月 18
日从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
北京理工大学房山校区出现新冠肺炎疫情，
相关人员
正转运至集中隔离点。
会上，房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委新闻发言人张
明智通报北京理工大学房山校区等新增风险点位。张明智
介绍，发生疫情的北京理工大学房山校区不是位于良乡大
学城内的校区，是位于阎村镇的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和继续教育学院，
现有师生 670 人。
房山区在接到检出阳性通知后，立即开展相关处理工
作，与北京理工大学成立联合处置工作专班，共同展开处
置。一方面，以最快速度对所有人进行了核酸检测和抗原
检测。另一方面，第一时间对病例进行了密接、次密接、风
险人员判定，
并将判定人员及时转移到集中隔离点。此外，
对该校区内所有人员进行了全面排查，目前正在安排将所
有人员转运至集中隔离点。

杨洁篪应约同沙利文通电话

美打“台湾牌”我们不答应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2022 年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
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通电话。
杨洁篪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就中美关系达成
重要共识，双方要切实落实好。近期，双方在两军、气变、卫
生、农业等领域开展了一些对话，这是有益的，对话势头应
保持下去。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一段时间以来，美方采取一
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并予以有力应对。美方应当言行一致，将相关承诺
落实到具体政策和行动中去，与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
歧，多做建设性的事，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
确轨道。
杨洁篪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
核心的问题。美方多次明确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
“台湾独立”
。但近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实际行动与表态大
相径庭。如美方执意打“台湾牌”，
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必
将把局势引向危险境地。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形势，
严守承诺，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方必将采取
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我们说到做到。
杨洁篪指出，
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是亚太地区的大势，
是民心所向。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与周边国家一向友好
相处、互利共赢、命运与共。任何出于一己私利损害亚太地区
各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行为，都注定走不远也行不通。任何
拉帮结派、搞分裂对抗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
双方还就乌克兰、朝鲜半岛局势等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
意见。

王毅就日美涉华动向表明立场

日方不要为他人火中取栗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5 月 18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
毅在同日本外相林芳正举行视频会晤时，就日美涉华消极动
向表明立场。
王毅指出，日方即将主办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令
人关注和警惕的是，
美国领导人还未成行，
所谓日美联手对抗
中国的论调就已甚嚣尘上，
搞得乌烟瘴气。日美是同盟关系，
中日则缔结有和平友好条约。日美双边合作不应挑动阵营对
抗，
更不应损害中方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希望日方汲取
历史教训，着眼地区和平稳定，务必谨慎行事，不要为他人火
中取栗，
不要走以邻为壑的歧途。

民航局回应
“3·21”
东航事故相关报道

美方未向媒体发布调查信息
据新华社电

近期，有境外媒体发布关于“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原因的相关报道。记者 5 月 18 日从
中国民航局获悉，经中国民航局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参与事故调查人员证实，
对方明确表示，
未向任何媒体发布有
关调查信息，他们严格按照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3 的框架
要求，
与中国民航局开展合作，
并将根据需要继续为查明事故
原因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目前，
“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部门正
依据调查程序，深入开展残骸识别、分类及检查、飞行数据分
析、实验验证等相关工作。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相关要求，
调查部门邀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作为航空器设计制造
国的调查方参与调查。

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这是一剂毒药 贯穿美国政体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7日电

（记者 孙丁）美国总统拜登
17 日在日前发生严重枪击事件的纽约州布法罗市发表讲话，
严厉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拜登当天在当地会见受害者家属并发表讲话。他说，白
人至上主义是一剂毒药，贯穿美国政体。我们要尽可能清晰
且有力地阐明，
白人至上意识形态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地。
讲话中，拜登将布法罗枪击事件定性为“本土恐怖主义”
行径，
再次呼吁加强枪支监管，
但承认控枪法案在国会通过的
难度很大。

芬兰和瑞典

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申请

由于担心英国内政部不久将批准向美国引渡“维基
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数百名英国民众17
日在内政部大楼门前举行示威活动，呼吁阻止将阿桑奇
引渡至美国。
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表示，阿桑奇引渡案受政治动
机驱动，说明美国和英国打压“新闻自由”。
新华社发

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18日电

芬兰和瑞典驻北约大使 18
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仪式上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
贝格递交了两国加入北约的申请。
斯托尔滕贝格接受申请后说，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
的背景下，此举是“历史性的一步”。他表示，北约将尽快评
估申请，并考虑两国通往北约之路的下一步行动。按照规
程，北约必须在 30 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吸纳
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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