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更好控制疫情 这些考试将延期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推迟举行

教育部发布通知称， 原定于

3�月中旬进行的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和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推迟举

行， 具体考试时间和认定报名时

间将根据疫情防控进展情况另行

通知。

上海：春季考试招生延期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称，

为最大程度保护本市广大考生权益，

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按市教委工作部

署，2020�年春季考试招生的总体框

架保持不变， 但原定于 2 月 15 日开

始的 2020年春季考试招生网上咨询

延期至 3月初开展。

英语专四专八考试时间调整

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测试办公室

发布通知称， 对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举行的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TEM8） 和原定于 2020� 年 4� 月

18� 日举行的英语专业四级考试

（TEM4） 的考试时间进行适当调

整，具体考试时间将根据疫情防控工

作的开展另行通知。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

考试录用推迟

国家公务员局发布公告称，中央

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0�年度公务

员考试录用、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面

试时间推迟， 具体安排另行通知，请

考生耐心等待。

有关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考试

招生工作推迟

教育部有关部门印发通知，原定

自划线高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

作和有关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考试

招生工作等推迟举行，具体工作安排

由各相关招生单位在所在地省级高

校招生委员会指导下，结合本地本单

位疫情防控情况自行确定。

原定 4 月初左右进行的全国硕

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是否延期将视疫

情防控进展情况另行通知。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现场考级活

动暂停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发布

通知称，全国范围内社会艺术水平考

级现场考级活动一律暂停举行，具体

恢复日期另行通知。各级文化和旅游

部门要指导考级机构及时向广大考

生和家长做好解释工作，妥善处理退

费等合理诉求。

高考是否会推迟？ 教育部：审慎

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

王辉表示，当前距离高考还有将近四

个月的时间，我们将密切关注疫情的

发展变化情况，会同相关部门和各地

及时评估疫情对组织考试可能产生

的影响，审慎研究制定今年高考的具

体实施方案。相关工作安排将及时向

社会公布。

据《中国青年报》

■相关阅读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武汉疫情

防控指挥部获悉： 目前武汉已经有

武汉客厅方舱、 江汉区国际会展中

心方舱、 武昌方舱、 江岸塔子湖方

舱、黄陂方舱、汉阳国博方舱、硚口

体育馆方舱等 7 座方舱医院启用。

自 2 月 6 日开始收治病人以来，截

至 2月 12日上午 7时，共收治 4313

名患者，出院 36人，转出 305人，目

前还有 3972人在方舱内收治。 方舱

医院共有医护人员 4966名。

此外，为做好重症患者收治工

作，目前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达到

40余家，还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床位增加到 1.2 万张，这些将全部

用于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各定

点医疗机构首要任务是对确诊病

例中的重症、危重症患者和疑似病

例中危重症患者进行集中救治。 截

至 2 月 11 日， 武汉市统一调度全

市病床， 安排收治重症患者 2676

人。 2月 12日调度全市病床资源，

收治重症患者 800余人。

据了解，2 月 12 日， 华中科大

协和医院将肿瘤中心院区紧急改

造成武汉市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救治定点医院， 新开 850 张床位，

将在 24 小时内正式收治危重症病

人。

为确保核酸检测有序开展，落

实应检尽检，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已累计调运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试剂盒 18 万人份， 累计

下发至各检测机构 9 万余人份，累

计检测新冠病毒核酸 72247 人次。

截至目前， 全市已有 40 家机构能

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日检

测能力达 8000—10000 人份，大大

缩短了疑似病例的确诊时间。

定点医疗机构超 40 家，床

位增加到 1.2 万张

据新华社电 日前， 中央对湖

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进行了

调整。 应勇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

常委、书记，蒋超良同志不再担任

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2月 13 日，湖北省召开领导干

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玉良

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

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疫

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湖北省领导班

子实际，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

决定的。

应勇同志 1957 年 11 月出

生，浙江仙居人。 曾任浙江省纪委

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2006 年 1

月任浙江省法院院长，2008 年 1

月后任上海市法院院长， 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副

市长，2017 年 1 月任上海市市长。

是十九届中央委员。

据悉，武汉市委主要负责同志

同时调整，王忠林同志任湖北省委

委员、常委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

强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

据新华社电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批准， 军队增派 2600 名医护人

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参照

武汉火神山医院运行模式，承担武汉

市泰康同济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光谷院区确诊患者医疗救治任务。

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计划展开

床位 860 张，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

院区计划展开床位 700张。两所医院

均开设临床病区， 设置感染控制、检

验、特诊、放射诊断、药械、消毒供应、

信息、医学工程等辅助科室。

此次抽组的医疗力量来自陆军、

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

联勤保障部队、 武警部队多个医疗

单位。 根据医院容量和建设进度，军

队医护人员将分批投入支援， 首批

力量 1400 人于 2 月 13 日抵达武汉，

并计划在第一时间展开相关医疗救

治工作。

截至目前， 军队共派出 3 批次

4000 余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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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0！2月 12日一大早，湖北

卫健委公布的昨日湖北省新增新冠

肺炎病例数吓到不少人。

这几日，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数

是这样的， 8 日新增 2147 例，9 日

新增 2618 例，10 日新增 2097 例，11

日新增 1638 例，增长曲线看似已经

有向下趋势，怎么就突然骤增？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随着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认

识的深入和诊疗经验的积累，针对

湖北省疫情特点，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印发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在湖

北省的病例诊断分类中增加了“临

床诊断” ，以便患者能及早按照确

诊病例接受规范治疗，进一步提高

救治成功率。

根据该方案，近期湖北省对既往

的疑似病例开展了排查并对诊断结

果进行了订正，对新就诊患者按照新

的诊断分类进行诊断。为与全国其他

省份对外发布的病例诊断分类一致，

从 12日起， 湖北省将临床诊断病例

数纳入确诊病例数进行公布。

之前的诊疗方案， 主要参考指

标是核酸检测结果，还需要结合 CT

影像、咳嗽等症状综合判断。

但有个问题越来越突出：

由于核酸检测时间较慢， 一些

患者无法确诊收治， 但临床表现又

高度疑似新冠肺炎。 如不改变认定

标准，这些患者无法及时救治，传染

链条也不能及时切断。

按照新的标准，一大批之前没

有确诊的患者，现在都确诊了。 昨

日临床诊断病例 13332 例， 若按照

之前标准，14840 例与之相减，应为

1508 例。

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确诊病

例统计，是实事求是、负责任的做法，

既能加快患者收治，又能加大疫情防

控力度，用更短时间切断传染链条。

我们查阅了湖北省卫健委 2

月 8 日以来公布的每日情况，发

现了这样一个趋势。

可以看到， 疑似病例在大幅度

下降。 这是好事， 该确诊的加快确

诊，疫情扩散传播渠道在快速扎紧。

中央指导组强调， 要 “病床

等人” 不能“病人等床” ，确保

“应收尽收” 。 要提振士气、凝聚

民心，实行“三量管控” ：控增量、

减存量、防变量，坚决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

具体怎么落实“把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将

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确诊病例很重

要。 据新华社

14840！ 别被骤增的数字吓坏了

从 12日起，湖北省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确诊病例数进行公布；目的是“应收尽收”

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应勇任湖北省委书记

王忠林任武汉市委书记

武汉已启用

7座方舱医院

据新华社电 2020年 2月 12日

0时 -24时，湖北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4840例，较前几日大幅增加。 湖北

省卫健委 2月 13日公布的《湖北省

新冠肺炎疫情情况》给出答案：从今

天起， 湖北省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

入确诊病例数进行公布。

随着对新冠肺炎认识的深入

和诊疗经验的积累， 针对湖北省疫

情特点，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发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五版）》 在湖北省的病例诊断分

类中增加了“临床诊断” ，以便患者

能及早按照确诊病例接受规范治

疗，进一步提高救治成功率。根据该

方案， 近期湖北省对既往的疑似病

例开展了排查并对诊断结果进行了

订正， 对新就诊患者按照新的诊断

分类进行诊断。

湖北单日新增病例为何突然暴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