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改委、人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总工会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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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鼓励劳动者参与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新华社电 记者6日从国家
开发银行获悉，当日，国开行成功
发行1年期135亿元 “战疫专题债
券”，发行利率1.65%，所募资金将
主要用于国开行向疫情防控提供
的应急融资。

本次债券通过多市场多渠道
发行。其中，面向境内银行间债券
市场以及“债券通”渠道发 行规

模 80亿元 ，机构认购积极，认购
倍数达11.85倍；通过电子渠道向
社会公众零售55亿元。

国开行资金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战疫专题债券”旨在运
用市场化手段筹集资金， 精准对
接疫情防控应急融资服务机制，
筹集和引导社会资金共同参与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

国开行发行135亿元“战疫专题债券”

2月6日， 运送蔬果的货车整
装待发。 当日， 共载有300余吨
蔬菜水果的17辆货车从四川省成
都市蒲江县寿安镇出发前往武
汉。 据了解， 这批蔬果的捐赠由
公益组织发起， 成都的20多家农
业专合社、 家庭农场、 爱心团体
和企业参与。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党中
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为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进一
步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2
月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全国总工会四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 支持鼓励劳动者参与线
上职业技能培训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从六个方面对支持鼓
励劳动者参与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作出了部署安排。 一是免费开放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资源。 疫情期
间，依托“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
人才网上学习平台”（www.tech-

skills.org.cn）、“技能强国-全国产
业工人技能学习平台 ” （PC端 ：
skills.kjcxchina.com，移动端 ：skills.
kjcxchina.com/m）、“学习强国”技
能频道 、 “中国职业培训在线 ”
（px.class.com.cn）、“中国国家人事
人才培训网 ”（www.chinanet.gov.
cn）等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对
劳动者实行重点课程免费开放。

二是提升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资源
质量。 针对线上职业技能培训优
化用户界面、完善课程内容、增强
师资力量。 三是完善线上职业技
能培训配套服务。做好风采展示、
资费优惠、就业需求信息对接、培
训后评估等配套工作。 四是加大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扶持力度。 加
强线上线下融合， 支持参加线上

职业技能培训的劳动者优先在公
共实训基地参加技能实训， 鼓励
平台间共享培训资源。 五是积极
开展宣传动员。 提升线上职业技
能培训的社会影响力和政策知晓
度。 六是强化组织实施。 各地区、
各部门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明
确相关部门职责， 保障培训参与
度和培训效果。

新华社电 记者6日从公安
部获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 全国公安机关依
法严厉打击涉疫情诈骗违法犯罪
活动。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
破获涉疫情诈骗案件1116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294名， 追缴赃款
660余万元。

据介绍，近日，少数不法分子
利用疫情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公
安部对此高度重视， 部署成立工
作专班， 建立涉疫情诈骗线索快
速落查机制， 实时开展线索核查
和查处打击。 各地公安机关按照

统一指挥快侦快破案件， 有力遏
制此类违法犯罪发展势头。

据了解，目前，涉疫情诈骗案
件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不法分
子谎称可以代购或囤有医用口
罩，当受害人付费购买后，不法分
子找各种理由拒不发货； 二是不
法分子冒充慈善或民政部门，向
用户发送防控疫情“献爱心”的虚
假信息， 或搭建虚假官方网站骗
取捐款；三是冒充熟人实施诈骗，
不法分子潜入QQ、微信群等，以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为由， 冒充群
内成员骗取钱财。

发白的嘴唇，力竭的双腿，防
护服里浸泡在汗水中的衣服。结
束了一天的防疫消杀工作， 甘肃
方舟救援志愿服务队队员放下沉
重的消毒设备， 脱下密闭的防护
服，任由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滴下。

甘肃方舟救援志愿服务队副
队长鲁羿江介绍，连续多天来，队
员们始终在抗击疫情的前线，配
合相关部门进行公共场所的消毒
工作。

这是一场与疫情赛跑的 “接
力赛”。 在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进
行消毒防疫工作是此次任务的重
点， 也是难点。 “该医院收治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
者， 我们要在确保志愿者安全的
情况下， 顺利完成任务。” 鲁羿
江说。

鲁羿江原本要 “披甲上阵”，
但队友怕他怀有5个月身孕的妻
子担心，纷纷主动请缨，而他又有
指挥调度的经验， 所以这一次他
成了此次行动的“指挥官”。

为了高效完成任务， 他将队
员分成两组， 一组20名队员身穿
防护服，背上消杀设备对医院的7
层门诊部、3层办公楼和23层住院
部逐一消毒； 另一组10名队员则

在楼下负责调配、补充消毒药水。
“背着设备， 穿着防护衣，

整个人捂在里面， 很耗体力， 想
想医务人员要一直坚守一线， 他
们更难， 所以我们不能留下任何
一个死角， 确保他们健康。” 队
员裴宏斌说， 在连续工作6个小
时后， 感觉异常疲惫， 当天结束
消杀工作后， 他甚至连开车的力
气都没有。

自1月27日以来，甘肃方舟救
援志愿服务队对甘肃省兰州市9
个街道、45个社区、超过50家公共
单位及多个公共场所进行了消毒
杀菌。 而这些工作只是这个志愿
者团队疫情期间工作的一部分。

2月1日晚， 甘肃省白银市景
泰县果农周德仁捐赠10吨苹果，
送往武汉支援抗疫一线的医务人
员。 经过协调和批准， 这10吨苹
果由甘肃方舟救援志愿服务队队
长曲波带领3名队员驱车护送至
武汉， 目前， 已顺利完成任务。

曲波告诉记者， 甘肃方舟救
援志愿服务队共有志愿者800多
人， 来自各行各业， 有商人、 退
伍军人、 公务员、 教师等。 此次
参与抗击疫情的志愿者就超过了
800多人次。

风雨兼程路， 共抗疫情时。
抗击疫情， 志愿者在积极行动。

44岁的苏彪是兰州的士奔马
雷锋车队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1
月31日起， 他在车上贴了一张纸
条， 上面写着 “医护人员凭工作
证免费乘坐”。 这是疫情期间他
和同行们自行发起的志愿活动，
为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免费提供
接送服务。

“交通不便，出租车较少，这
给值夜班的医务人员带来不少困
扰，因此发起了这场活动，车行也
特别支持。”苏彪说，从清晨到夜
晚， 他和志愿者伙伴见证了医务
人员的坚守与奉献。

记者了解到， 共有63辆出租
车、10辆私家车、1辆货车参与这
场志愿活动， 总共71名驾驶员自
愿报名。截至2月4日，他们已免费
接送抗疫一线工作者32人次。同
时， 他们还协助捐赠单位运送苹
果给医务人员， 协助防疫机构运
送酒精等物资。

“医护人员在一线拼命呢，我
们就是尽点微薄之力， 让他们不
用担心没车坐。‘我为人人， 人人
为我’。”苏彪说。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民政部6日发布
消息， 要求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
会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前 ，一
般不得举办各类聚集性活动，采
取网上办公、通讯联络等措施，减
少人员流动，降低疫情发生风险。

民政部要求， 各全国性行业
协会商会非特殊情况不进入湖北
疫区， 因支援需要前往疫区的人
员要做好防护措施， 返程后及时
组织人员隔离、车辆装备消毒等。
要自觉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参

照所属地区关于企业复工时间等
稳妥安排恢复上班事宜。

同时， 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
会要积极动员会员单位和社会力
量，特别是卫生、防疫等防控疫情
急需用品的生产企业尽早恢复节
后生产经营，加急生产医疗物资，
优先筹集用于疫情防控的防护
服、护目镜、消毒液等医用急需物
资，尽快满足疫情防控需要。

民政部还要求， 各全国性行
业协会商会要引导会员企业严格

按照相关要求，做好食品、日常生
活用品等民生保障产品的生产、
加工和经营工作，稳定供应、畅通
物流，全力保障疫情防控。

民政部强调， 各全国性行业
协会商会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
用，进一步规范行业行为，配合有
关主管部门共同维护疫情期间市
场秩序，坚决抵制哄抬物价、囤积
居奇、趁火打劫等行为，坚决杜绝
制造销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
用卫生材料等违法犯罪行为。

各行业协会商会暂不得举办聚集性活动

疫情中的“星星之火”

爱心蔬果
驰援武汉

———志愿者用行动承担责任

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3日至5
日， 全国铁路列车下交发热旅客
分别为22批次23人、12批次12人、
7批次7人， 最近3天持续减少。截
至5日18时， 全国铁路累计有403
趟旅客列车下交发热旅客489人。

2月5日， 全国铁路运输畅通
安全有序， 发送旅客119万人次，
同比下降89.4%； 发送货物1012
吨，同比持平。各地铁路部门加强
运输保障， 全力确保防控物资运
输。截至2月5日18时，全国铁路累
计装运疫情防控物资 2920批 、
114053件、29845吨。 其中防疫物

资2293批 、105875件 、2365吨 ；生
活物资627批、8178件、27480吨。

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各地复
工、 返校时间安排， 根据客流变
化，及时加开旅客列车，精心安排
节后错峰返程运力， 科学安排席
位分布，组织车内旅客分散就坐。
同时， 进一步加强进出站旅客全
面测体温和列车运行途中旅客测
体温抽检， 全力做好站车疫情防
控工作。 请广大旅客在返程途中
加强个人健康卫生防护， 佩戴口
罩， 配合铁路部门做好测温等相
关防控工作， 共同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全国铁路列车下交发热旅客持续减少

新华社电 为做好疫情防治
工作， 甘肃省人力资源市场近日
决定采取网上招聘、 预约服务等
创新方式， 确保疫情期间招聘活
动“不打烊”。

“为了防控疫情，各地现场招
聘会暂时取消了， 但网络招聘的
大门始终敞开着。 请大家随时关
注网上发布的就业信息，多浏览、
常看看， 希望都能找到满意的工
作岗位。”近日，甘肃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在 《给农民工朋友
的一封信》中这样提示求职者。

甘肃省人力资源市场主任杨
平华说，受疫情影响，线下招聘会

已暂行延期。 甘肃已经组织动员
全省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 劳务中介机构和劳
务经纪人，广泛征集岗位信息，大
力推广远程面试， 畅通网络招聘
渠道。同时，甘肃人才网已纵向链
接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的人社局
网站， 统筹资源为求职者和用人
单位提供网上招聘平台。

针对有求职意向的高校毕业
生， 甘肃省人力资源市场与各大
高校的招聘网站进行对接， 让毕
业生足不出户，快速、准确了解招
聘信息，目前已有262家用人单位
提供9838个岗位用于网络招聘。

甘肃：网上求职确保疫情期间招聘“不打烊”

公安机关共破获涉疫情诈骗案1116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