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返乡需持7天内核酸阴性证明
何谓返乡？何时启动？国家卫健委权威回应

通过对近期聚集性疫情梳
理分析，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监察
专员王斌说，当前疫情具有以下
特点：大部分是因为境外入境人
员或者是被污染的冷链进口物品
而引发；波及农村地区，如河北石
家庄、黑龙江绥化等地疫情都发
生在农村地区；这次疫情传播范
围比较广，传播速度比较快。

根据《关于印发冬春季农村
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的通知》，明确提出早预防、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救治、
强保障六项措施。其中提出，要
加强返乡人员管理，返乡人员需
持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阴性结果返乡，返乡后实行14天
居家健康监测，其间不聚集、不
流动，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各乡镇(街道)、行政村(居委会)
落实责任制，对返乡人员实行网
格化管理，做好登记造册、健康
监测和异常状况处置等工作。

为什么要对返乡人员加强
疫情防控管理？

进入冬季以来，农村地区零
星散发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
明显增加，严重影响当地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农村地区防控能力
薄弱，疫情防控难度大，特别是
春运期间返乡人员明显增多，人
员流动增大，将会进一步加大疫
情传播风险。

为严格落实内防反弹的防
控策略，对返乡人员加强疫情防
控管理十分必要。核酸检测是目
前尽早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的
有效手段，要求返乡人员持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能够有效降低疫
情传入农村的风险，保障大家度
过一个健康、平安的春节。

工作方案所指返乡人员包
括哪些人群？

工作方案所指返乡人员是
指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人员。
主要包括：一是跨省份返乡人

员；二是来自本省内中高风险区
域所在地市的返乡人员(中高风
险区域内部人员原则上不流
动)；三是本省内的进口冷链食
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接触进口
货物从业人员、隔离场所工作人
员、交通运输工具从业人员等重
点人群。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
从什么时候开始？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
从1月28日春运开始后实施，至3
月8日春运结束后截止。

返乡前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如何获得？

返乡人员可在出发地或目
的地的任意一家有核酸检测资
质的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或第三
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凭7天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包含7天内
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
码“绿码”返回农村地区。

谁负责查验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

返乡人员返乡前应告知当
地村委会，返乡后由村委会查验
其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包
含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
康通行码“绿码”。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
后是否需要隔离？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
后不需要隔离，但需要进行14天
居家健康监测，做好体温、症状
监测，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必
须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并在返
乡后第7天和第14天分别做一次
核酸检测。

返乡不满14天的，以实际返
乡时间落实居家健康监测和核
酸检测要求。

各地如何落实该项政策？
各地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结合国家政策确定农村地区范
围，制定本省的实施细则，做好
相关配套服务。

距春节还剩三周时间，考虑到当下多地发生聚集性疫情，不少民
众都很关心，这个春节还能回家吗？春节期间需要注意什么？20日，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发布会，就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了回应。国家
卫健委疾控局监察专员王斌表示，返乡人员要持有7日以内的核酸阴
性检测证明，才能够返乡。何谓返乡？何时启动？谁来检查？国家卫健
委回应了“返乡需持阴性核酸检测”相关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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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家
庭教育法草案、教育
法修正草案等多部
法律20日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家庭教育不得有任何形式家暴
家庭教育法来了：法律为啥要断“家务事”？

家庭教育需要立法来设定底
线、厘清关系。20日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家庭教育法草
案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
离异的，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
于履行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但被
人民法院裁判作出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或者被中止探望的除外。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拒绝或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实施家庭教育不当，导致未成年人
行为出现偏差或合法权益受到损
害时，意味着家庭教育实施出现严
重问题，应当予以必要干预。

俗话说，“法不入家门”，家是
讲“情”的地方，那么法律为啥要管
家庭教育的“家务事”？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先回
顾几个曾引起社会热议的事件：

前不久，贵州凯里某村意外发
生火灾，导致一位老人不幸身亡，
他两岁多的孙女因双下肢严重烧
伤被截肢，女孩父母从外省打工地
赶了回来。手术后，女孩哭着说爷
爷走后没人给她煮饭吃，请求妈妈
不要再离开……

2020年9月，有网友在社交平
台晒出安徽长丰县一名10岁女童
被亲生母亲长期虐待的照片。照片
上，女孩创口血痕斑斑，令人无法
直视。网文称，女孩妈妈多次用绳
子鞭打和用火钳烫伤女孩。女孩父
亲对此不闻不问……

太多社会问题的背后，是家庭
问题，是教育问题。家庭教育，绝不
仅仅是一个家庭关起门来“自己的
事儿”。

家庭教育立法不仅重要，而且
必要。“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
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
这句略带调侃的话，恰恰道出了当
今家庭教育的问题所在：生而不
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 无论
是没有时间精力导致监护缺失，还
是缺乏正确的成才观、用错了教育
方法，家庭教育问题将影响未成年
人的终身发展，甚至关乎国家发展
和民族进步。

为此，这部法律草案提出：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
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政府、
学校、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
促进家庭教育。必要时，国家对家

庭教育进行干预。
法律管家庭的“闲事”，不是直

接参与实施家庭教育，不是控制家
庭，而是通过立法，保障每个家庭
获得必要支持，调动资源对家庭教
育加以专业指导，规范家长行为，
规范服务机构等相关机构的行为。

在这部法律草案中，明确了政
府、村(居)民委员会、学校、其他有
关社会公共机构等不同主体在促
进家庭教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对
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设立和管理
等作出规定。同时，在家庭教育实
施出现严重问题时，法律草案赋予
学校、村(居)民委员会、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的所在单位批评教育
和督促的权力，明确公安机关、人
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干预家庭教育
的情形和主要措施，并对强制家庭
教育指导的实施作出规定。

———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是
最有家庭教育客观需求的群体，也
是家庭教育最容易缺位和最难以
保障的群体。法律草案提出设立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并强调对农
村留守未成年人家庭、流动人口家
庭等，可提供有针对性的乃至入户
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 现实生活中，有的父母以
离异为由，从此对孩子弃之不顾，
不闻不问。对此，法律草案提出，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对未成年人
实施家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未成
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任何
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实施
家庭教育的责任。

——— 针对殴打虐待等现象，法
律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
中，不得对未成年人有性别、身体
状况等歧视，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
庭暴力，不得胁迫、引诱、教唆、纵
容、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法律法
规和社会公德的活动。

这就意味着，呼唤“妈妈别走”
的女孩儿家庭未来或将得到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有针对性的服
务；虐待孩子的家长将被劝诫制
止，接受指导，甚至被撤销监护人
资格；“最郁闷校长”可将家庭教育
纳入学校工作计划，建立家长学
校，面对面地告诉家长们，“什么是
爱、什么是害”。

教育法修订草案：

拟明确冒名顶替入学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修

正草案)》20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在就修正草
案作说明时表示，为回应社会关
切，进一步明确冒名顶替入学相
关行为的法律责任，此次修改将

第七十七条“在招
收学生工作中徇
私舞弊的”修改为

“在招收学生工作
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
的”，并增加两款，

分别规定冒名顶替入学及与他人
串通、允许他人冒用本人姓名和
入学资格顶替入学行为的法律责
任。

通过提供虚假材料、隐瞒事
实真相等欺骗手段，冒用他人姓
名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的，或将
被撤销入学资格并责令停止参加
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至三年；已
取得学位学历证书的将被撤销；
已经成为公职人员的，将依法给
予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将被追
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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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省或市出现多条传播链
河北疫情得到明显遏制

在20日的发布会上，中国疾
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在河
北和东北的疫情发生之后，两个
地方都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
去控制疫情，这些措施在过去一
年中都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随
着这些核心措施的落实，相信疫
情会得到非常有效遏制。

从目前每天新报告的数字
来看，河北疫情增长受到了明显
遏制，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地区的
疫情，防控措施也在落实中，相
信随着这些措施落实，黑龙江省
的疫情也会尽快得到有效控制。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
锋表示，近一周，全国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757例，尚在医学观察
的密切接触者为10个月以来最
多。近期多地出现聚集性疫情，
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有的地方
在同一省份或城市出现多条传
播链，出现家庭、社区、学校聚集
病例，防控任务仍艰巨繁重。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
健表示，春节期间，在低风险地
区，去商场超市前做好购物计
划，购物时尽量避开商场、超市

人流高峰期。进入和离开商场超
市前全程佩戴口罩，携带手消毒
剂，随时做好手卫生。减少在商
场超市购物停留时间，建议不超
过2小时。倡导在家就餐，尽量减
少外出聚餐。必须外出就餐时，
要佩戴口罩，携带手消毒剂；减
少在餐厅就餐时间，建议就餐时
间不超过2小时。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
李邦华表示，养老机构进入冬春
季防控应急状态，暂停探视，进
行封闭管理。各类物资进入养老
机构要规范消毒和接收管理。出
现疫情的地区还要实行更严格
的封闭，直到疫情过去。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
司长王绣春表示，结合票务预售
的情况以及近期客流的变化情
况，预计2021年全国春运期间发
送旅客17亿人次左右，日均4000
万人次，比2019年下降四成多，比
2020年增加一成多。但是这个客
流虽然与往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
下降，与当前客流相比，还是增长
了一倍左右，所以春运的压力还
是比较大的。据新华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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