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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对武汉市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数、确诊病例死
亡数进行订正？

答：新冠肺炎疫情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
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
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
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武汉市作为全国疫情
防控决战决胜的主战场，
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
导下，在湖北省委、省政府
具体指挥下，采取最全面、
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
施，目前疫情传播已基本
阻断，离汉通道已解除管
控，为全面详细开展疫情
数据核查订正工作创造了
有利条件。对涉及确诊、
死亡等疫情信息，均应及
时报告，并公开透明、实事
求是予以发布。疫情早
期，由于收治能力不足、少
数医疗机构未能及时与疾
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对
接，医院超负荷运转，医务
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
在迟报、漏报、误报现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
第四款“公布传染病疫情
信息应当及时、准确”，《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信
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全
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计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

“统计资料不完整或者存
在明显错误的，应当由统
计调查对象依法予以补充
或者改正”，《人口死亡信
息登记管理规范（试行）》
第十四条“医疗卫生机构
应当建立数据订正制度”、

第十五条“医疗卫生机构应
当建立数据比对校核与补
报制度”等规定，须对全市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确诊
病例死亡数予以订正。

武汉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数、确诊病例死亡数订正工
作是如何开展的？

答：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数、确诊病例死亡数的订
正工作，本着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对逝者负责的
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主动
进行订正。2020年3月下
旬，专门成立涉疫大数据与
流行病学调查组，从市卫
健、疾控、公安、民政、司法、
统计等部门抽调专人、组建
专班，线上充分利用市疫情
防控大数据信息系统、市殡
葬信息系统、市医政医管新
冠肺炎信息系统和市新冠
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系统，对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死亡病
例进行线上比对、去重、补
全；线下按照全覆盖、无遗
漏要求，对所有涉疫地点数
据进行全采集，包括发热门
诊、医院、方舱、隔离点、涉
疫社区，以及公安、司法、民
政等部门管辖的监所、养老
机构等特殊场所，对所有病
例个人信息全采集，通过医
疗机构、街道社区、基层派出
所、患者所在单位及家属，逐
人排查核对，确保每一个病
例准确无误，每一个数据客
观真实。

武汉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数订正后，数据有什么变
化？

答：截至4月16日 24
时，原对外公布我市确诊病
例为50008例，因部分患者
曾跨区就诊、到多家医院就
诊，导致重复报卡的217例
应核减；因迟报漏报未及时
公布的既往病例542例应
核增，实际累计确诊病例应
订正为50333例。

武汉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死亡数订正后，数据有什么
变化？

答：截至4月16日 24
时，原对外公布我市确诊死
亡病例为2579例，其中重
复报卡的确诊病例、不是新
冠肺炎的其他病例共164
例应核减；未住院死亡未能
上报疾控信息系统，以及部
分医疗机构迟报漏报的确
诊病例共1454例应核增，
实际累计确诊病例死亡数
应订正为3869例。

对武汉市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数、确诊病例死亡数进行
订正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
需求和最普遍的愿望。疫
情数据的背后是群众的生
命和健康，也是政府的公
信力。及时订正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数、确诊病例死
亡数，不仅有利于维护好
人民群众权益，有利于疫
情防控科学决策，同时也
是对社会关切的回应，更
是 对 每 一 个 生 命 的 尊
重。

（据新华社）

武汉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
确诊病例死亡数订正情况答记者问

2020年4月17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就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确诊病例死亡数订正情况进
行了通报。当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
负责人接受记者专访，回答了有关问题。

本报讯 因抗疫未休假的工
作人员应进行补休，郑州、洛阳、
新乡、焦作四市将作为试点发放
体育健身优惠券。4月17日，以
河南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工
作情况为主要内容的河南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第53场新
闻发布会在郑州召开。

发布会召开伊始，省卫健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若石介绍
说，4月16日0时-24时，河南
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
病例和死亡病例。4月14日，河
南援助湖北医疗队最后一批返
豫队员隔离休整期满，经核酸检
测零感染，全部解除隔离，这也
标志着河南援助湖北医疗队隔
离观察工作圆满完成。

随后，省发展改革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支安宇重点介绍
了河南全省复产复工及促进消
费市场扩容提质工作的情况。
他介绍说，截至4月13日，河南
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
98.14%，复产率达到89.88%；
省级重点项目已基本实现全面
开复工。

针对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
质，支安宇介绍说，郑州市发放
的首批5000万元普惠性消费
券，截至4月7日，核销1427万
元，拉动消费1.87亿元，拉动效
应达13倍，取得了比较好的效
果。

与此同时，省发改委会同
其他相关部门明确提出，要从

时空两个维度提供消费保障条
件，即，一方面推动带薪休假落
实，并对疫情防控中未享受休
息日、休假日和加班规定待遇
的工作人员实行补休，为群众
提供更多消费时间。另一方
面，通过大力发展夜经济，鼓励
主要商业消费区延长营业时
间，开展夜间促销活动，为群众
消费拓展时空。

与会的省文化和旅游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周耀霞随后介
绍了河南文化、旅游市场复产
复工的概括情况：截至目前，河
南全省恢复开放景区307家，
开放率为59.14%，随着天气回
暖和疫情缓解，景区游客也逐
渐增多，单日游客人数超过
1000的景区已经有32家，超过
2000的景区6家，其中，焦作云
台山景区达到了6000人。

除此前郑州、三门峡等地
发放的普惠性消费券外，河南
下一步还将在部分城市试点发
放以体育健身为消费对象的

“专属优惠券”。省体育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王炳奇与会介绍，
目前，河南拟从省级体彩公益
金中安排专项资金600万元，
在郑州、洛阳、新乡、焦作4市进
行试点，对包括足球、篮球、排
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游
泳、冰雪、滑板、射箭、击剑、瑜
伽、健身（室内器械类）、卡丁
车、攀岩这15项运动在内的体
育健身消费领域发放优惠券。

郑州首批普惠性消费券拉动消费1.87亿元

因抗疫未休假的工作人员
应进行补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文 张琮 摄影

发布会现场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
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同比下降6.8%。3月份，随
着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主
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工
业产出规模接近去年同期水
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
盛勇在国务院新闻办当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季度，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

验，全国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
复产加快推进，关系国计民生
的基础行业和重要产品稳定增
长，基本民生得到较好保障，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值得关注的是，3月份多
项指标降幅明显收窄。从生产
来看，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4%。其
中，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下降1.1%，降幅较1至
2月份收窄12.4个百分点。3
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下
降9.1%，降幅较1至2月份收
窄3.9个百分点。

从需求来看，一季度，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0亿元，
同比下降19%。其中，3月份
下降15.8%，降幅比1至2月份
收窄4.7个百分点。一季度，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6.1%，降幅比1至2月份收窄

8.4个百分点。
数据还显示，一季度，全

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229万
人。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 5.9%，比 2 月份下降
0.3 个百分点；其中 25 至 59
岁群体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5.4%，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
点。2月末，外出务工农村劳
动力总量12251万人。此外，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8561元，同比名义增

长 0.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下降3.9%。

毛盛勇表示，总的来看，
一季度，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我国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
定。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国际
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
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显著增多，我国防范疫情输入
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
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
挑战。

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一季度同比下降6.8%

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