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0日

在北京調研指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時強調，當前疫情形勢仍然十分嚴峻，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決貫徹黨中央關於疫情

防控各項決策部署，堅決貫徹堅定信心、同

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總要求，再

接再厲、英勇鬥爭，以更堅定的信心、更頑

強的意志、更果斷的措施，緊緊依靠人民群

眾，堅決把疫情擴散蔓延勢頭遏制住，堅決

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

戰。 習近平又指出，湖北和武漢是疫情防控

的重中之重，是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決勝

之地。武漢勝則湖北勝，湖北勝則全國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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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贏疫情防控戰
湖北武漢重中重

習
近
平

深入北京社區醫院疾控中心調研

：

10日下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和市長陳吉寧陪同下，深入社區、醫院、
疾控中心，了解基層疫情防控工作情況，並視頻連線湖北
武漢抗擊肺炎疫情前線，給全國奮戰在疫情防控一線的醫
務工作者和廣大幹部職工送去黨中央的關懷和慰問。

視頻連線鼓勵一線人員
自今年1月12日起，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開
始承擔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篩查、隔離工作，收治了北
京市第一例確診病例。習近平來到地壇醫院門診樓一層運
行監控中心，通過監控畫面察看患者住院診療情況，並視
頻連線正在病房值班的醫務人員，鼓勵他們繼續完善診療
方案，繼續全力以赴救治患者，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癒
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並叮囑他們做好自我防護。
習近平十分牽掛湖北和武漢的疫情。在地壇醫院遠程診
療中心，習近平通過視頻連線武漢市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
金銀潭醫院、協和醫院、火神山醫院，向疫情防控一線的
醫務工作者、幹部職工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了解情況、聽
取意見和建議。他強調，全國廣大醫務工作者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響應黨的號召，義無反顧衝上疫情防控第一
線，同時間賽跑，與病魔較量，頑強拚搏、日夜奮戰，展
現了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面貌。他指出，現在疫
情防控正處於膠着對壘狀態，廣大醫務工作者一定要堅持
下去，發揚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精神，發揮火線上
的中流砥柱作用，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
在首位，全力以赴救治患者，打好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
戰。
隨後，習近平在遠程診療中心主持召開視頻會議，聽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指導組組長孫
春蘭，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分別代表中央指導組、湖北指
揮部所作的匯報。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習近平首先代

表黨中央，向湖北廣大黨員、幹部、群眾致以誠摯的問
候，向奮戰在疫情防控第一線的廣大醫務工作者、人民解
放軍指戰員和各條戰線的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向在這
次疫情中不幸病亡的群眾表示深切的悼念，向患病者及其
家屬、病亡者家屬表示誠摯的慰問。習近平指出，湖北特
別是武漢廣大黨員、幹部、群眾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堅
定信心、顧全大局、自覺行動、頑強鬥爭；全國各地堅持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各地區前往湖北和武漢支援的廣大
醫務工作者、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以及各方面人員發揚越是
艱險越向前的大無畏革命精神，聞令而動，堅忍不拔，不
怕犧牲，攻堅克難。大家做了大量艱苦工作，付出了巨大
努力，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

醫護生活安全須保障到位
習近平強調，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都同湖北和武漢人

民站在一起。黨中央派指導組到武漢，既是全面加強疫情
防控第一線工作的指導，也是同湖北人民和武漢人民並肩
作戰。武漢是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武漢人民是英雄的
人民，歷史上從來沒有被艱難險阻壓垮過，只要同志們同
心協力、英勇奮鬥、共克時艱，我們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
鬥爭的全面勝利。
習近平指出，湖北和武漢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
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決勝之地。武漢勝則湖北勝，湖北勝
則全國勝。當前，湖北和武漢疫情形勢仍然十分嚴峻，要
採取更大的力度、更果斷的措施，堅決把疫情擴散蔓延勢
頭遏制住。

習近平強調，要關心關愛廣大醫務人員，他們夜以繼
日、連續奮戰，非常辛苦，不少醫務人員不幸被病毒感
染，有的甚至獻出了生命，體現了醫者仁心的崇高精神。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關心關愛他們，大力宣傳優秀典型和先
進事跡，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生活、安全、人文關
懷都要保障到位。

嚴肅問責推諉扯皮問題幹部
習近平強調，疫情防控是一場保衛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

身體健康的嚴峻鬥爭。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決貫徹黨中央
決策部署，把疫情防控工作抓細抓實。各級黨政領導幹部
要靠前指揮、強化擔當，廣大黨員、幹部要衝到一線，守
土有責、守土擔責、守土盡責，集中精力、心無旁騖把每
一項工作、每一個環節都做到位。重大考驗面前，更能考
察識別幹部。對表現突出的，要給予表揚表彰、大膽使
用；對作風飄浮、敷衍塞責、推諉扯皮的，要嚴肅問責。
要廣泛發動和依靠群眾，同心同德、眾志成城，堅決打贏
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
丁薛祥、肖捷、趙克志和國家衛生健康委負責同志陪同

考察。

10 日 下
午，習近平
在北京市調
研指導新型
冠狀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他首先
來到朝陽區安貞街道安華
里社區，了解基層一線疫
情聯防聯控情況。

在社區居民委員會疫情
防控指揮部，習近平聽取
了安貞街道和安華里社區
開展聯防聯控情況介紹。
習近平對社區採取多項措
施，落實防控責任，實現
入戶排查、重點群體監控
「兩個全覆蓋」等做法表
示肯定。他強調，社區是
疫情聯防聯控的第一線，
也是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最有效的防線。把社區這
道防線守住，就能有效切
斷疫情擴散蔓延的渠道。
全國都要充分發揮社區在
疫情防控中的阻擊作用，
把防控力量向社區下沉，
加強社區各項防控措施的

落實，使所有社區成為疫情防控的堅
強堡壘。要以疫情防控工作成效來檢
驗和拓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
題教育成果，發揮基層黨組織政治引
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範作用，把社區
居民發動起來，構築起疫情防控的人
民防線。

離開時，他同社區居民親切交流，
還特別跟居民們說「特殊時期咱們就
不握手了」，他詢問「菜價怎麼
樣」，並對居民們說「咱們一定要有
信心，一定可以克服這場疫情！」

■綜合央視新聞及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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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離開
地壇醫院，習近平來到朝陽區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調研，聽取朝陽區疫情防控工
作情況介紹。習近平指出，這場疫情對
全國各級疾控中心的應急處置能力是一
次大考。這次抗擊疫情鬥爭既展示了良
好精神狀態和顯著制度優勢，也暴露出
許多不足。要把全國疾控體系建設作為
一項根本性建設來抓，加強各級防控人
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設，推進疾控
體系現代化。

抓好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在疾控中心會議室，習近平主持召開
會議，聽取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情況匯
報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北京
作為首都，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責任重
大，決不能有絲毫鬆懈。要堅決貫徹黨
中央關於疫情防控的各項決策部署，落
實落細各項防控措施，堅決抓好外防輸

入、內防擴散這兩大環節，盡最大可能
切斷傳染源，盡最大可能控制疫情波及
範圍。當務之急是針對節後返京人流逐
步增加、疫情蔓延風險劇增的形勢，有
針對性地制定應對措施。要堅持早發
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對密切
接觸人員要盡可能統一集中進行醫學觀
察。要完善社區聯防聯控體系，發現問
題第一時間報告。要運用大數據等手
段，加強疫情溯源和監測。要加強防疫
物資保障，重點防控部位的人員和物資
都要保障到位。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要
給予支持調配。

抓好復工開工
習近平指出，要統籌推進經濟社會發
展各項任務，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
同時，統籌做好「六穩」工作。要堅定
信心，看到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
沒有變，疫情的衝擊只是短期的，不要

被問題和困難嚇倒。要加強經濟運行調
度，盡可能降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努
力完成今年經濟社會發展各項目標任
務。要抓好在建項目復工和新項目開
工。要穩定居民消費，發展網絡消費，
擴大健康類消費。要積極推動企事業單
位復工復產，對受疫情影響較大企業，
要在金融、用工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幫助渡過難關。越是發生疫情，越要注
意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特別是要
高度關注就業問題，防止出現大規模裁
員。
習近平強調，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

門、各單位、各在京央企和部隊要積極
支持配合首都疫情防控工作。有關部門
要加強防疫物資統籌調配，根據北京市
疫情防控需要及時投放補充。在京醫療
資源、醫療力量也要建立統籌機制，在
京中央單位要擔負起各自的疫情防控責
任，帶頭落實各項防控措施。

■昨日，習近平來到朝陽
區安貞街道安華里社區，
了解基層一線疫情聯防聯
控、居民生活必需品保障
供應等情況。 新華社

高度關注就業 防大規模裁員

疫 情 防 控 五 要 求疫 情 防 控 五 要 求
一、堅決做到應收盡收

◆控制源頭、切斷傳播途徑，是傳染病防控的治本之策。

◆要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盡快增加醫療機構床位，用好方艙醫院，通過徵用賓
館、培訓中心等增加隔離床位，盡最大努力收治病患者。

二、全力做好救治工作

◆要按照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的原則，不斷優化診療方案，
堅持中西醫結合，加大科研攻關力度，加快篩選研發具有較好臨床療效的藥物。

三、全面加強社會面管控

◆要加強社會治理，妥善處理疫情防控中可能出現的各類問題，各項工作要周密細
緻，把生活保障、醫療救治、心理干預等工作做到位，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四、加強輿論引導工作

五、加強疫情防控工作的統一指揮

◆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要全面落實黨中央要求，突出抓好重點地區疫情防控
工作。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要加強協調調度，優先保障武漢等重點地區疫情防控工作。

◆中央指導組對湖北和武漢防控工作既要進行指導，也要加強督查。

◆湖北和武漢要把疫情防控作為當前頭等大事，統籌加強各市州及縣鄉防疫工作，
健全指揮體系，反應要果斷迅速，運轉要高效有序，執行要堅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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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多雲 有幾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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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正月十八 廿六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