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各地疫情最新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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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疑似病例現存疑似病例

1313,,435435
死亡病例死亡病例

11,,368368
治癒病例治癒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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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諸島
>10,000
1,000-10,000
500-1,000
100-499
10-99
1-9

累計確診數字

全球累計
確診病例
全球 60,407

亞洲 60,325

歐洲 46

北美洲 21

大洋洲 15

註：截至13日24時

資料來源：

《人民日報》

■■昨日昨日，，在武漢金銀潭醫院在武漢金銀潭醫院，，新冠肺炎患者向醫生合手表示感謝新冠肺炎患者向醫生合手表示感謝。。 美聯社美聯社

A2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卓樂

20202020年年22月月1414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湖北新冠肺炎疫情膠着之

際，中央果斷換將：上海市市長

應勇接替蔣超良出任湖北省委書記；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王忠

林接替馬國強，出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委書記。連同近日國家衛健

委副主任王賀勝出任湖北省委常委、省衛健委黨組書記、主任，一周時

間內，湖北已有三名省委常委調整。

鄂一周易三將 抗新冠換新班
上海市長調掌湖北 濟南書記空降武漢

習近平與馬哈蒂爾通話：定將疫情影響降到最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13日晚應約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通電話。
習近平指出，總理先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在當前中國人民奮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時
刻，總理先生提出同我通電話，體現了馬方對中
方的情誼和支持。疫情難免暫時影響中馬正常人
員往來，但動搖不了兩國人民的深厚友誼。中馬
雙方要在攜手應對疫情挑戰的同時，持續深化兩
國關係特別是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創造更多
合作成果，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習近平強調，疫情發生以來，中國政府高度重
視，舉全國之力，團結一心，採取最全面、最嚴

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取得積極成效，病亡率
保持在較低水平，治療方法不斷突破，治癒率持
續提升。中國政府將帶領中國人民堅定信心、同
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堅決打贏疫情防
控阻擊戰。我們也一定能把疫情影響降到最低，
保持中國經濟發展勢頭，努力實現今年發展目標
任務，同時繼續朝我們的長遠目標堅定邁進。

中方感謝大馬等國雪中送炭
習近平指出，中方針對疫情採取強有力措施，不
僅是在對本國人民健康負責，也是在為世界公共衛
生事業作貢獻，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各國充

分肯定。我們將繼續本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同
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共同戰勝疫情。中方讚賞國際
社會給予我們的寶貴理解和支持，尤其是馬來西亞
等周邊友好國家，從政府到民間都積極行動，為中
方雪中送炭。這是地區國家守望相助的生動體現。
我們將繼續本着公開、透明的態度，同包括馬來西
亞在內的東盟國家加強防控合作，共同維護地區公
共衛生安全。我們也將繼續像對待本國公民一樣，
照顧好馬來西亞和其他外國在華人員。

東盟國家願同中方合作防疫
馬哈蒂爾代表馬來西亞政府對中國政府和人

民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表示慰問。馬哈蒂爾表
示，馬方讚賞中方為應對疫情作出的巨大努力
和取得的積極進展，認為這是中方作為負責任
大國為維護世界公共安全作出的貢獻。作為中
國的真誠朋友，馬方已經向中方提供了一批醫
療物資，並願繼續為中方提供幫助。東盟國家
願同中方就疫情防控開展合作。馬方相信，在
習近平主席指揮領導下，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戰
勝疫情，中國發展一定能夠恢復正常。馬方高
度讚賞中方長期以來為促進馬來西亞發展所作
貢獻，願深化同中方務實合作，推進兩國友好
關係。

據中新社報道，湖北省13日召開領導
幹部會議，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玉良

在會上宣佈了中央決定，稱這次調整是中
央從大局出發，根據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
湖北省領導班子實際，經過通盤考慮、慎
重研究決定的。

應勇承諾：忠誠乾淨擔當
應勇在講話中表示，省委書記這個職務
是沉甸甸的責任和千鈞重擔，也是個重大
的考驗。將和省委領導班子、省級各套領
導班子成員一起，以「我將無我、不負人
民」的思想境界，以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大
無畏精神，以務實擔當的過硬作風，切實
做到忠誠乾淨擔當，絕不辜負黨和人民的
重託和期望。懇請全省各級領導幹部和廣
大人民群眾給予支持和幫助，也誠懇接受
大家的批評和監督。
應勇指出，湖北和武漢是全國疫情防控的
重中之重，是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決勝之
地。前一階段，湖北特別是武漢的廣大黨員
幹部，做了大量艱苦工作，付出了巨大努
力。當前，疫情形勢仍然十分嚴峻，任務十
分艱巨。但他表示，堅信有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優勢，有國家各部委、人民解放軍、
各兄弟省區市的鼎力支持，有醫務工作者的
無私奉獻，有全省上下的眾志成城，有全國
人民的守望相助，一定能夠打贏武漢保衛
戰、湖北保衛戰，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
爭、總體戰、阻擊戰。
公開資料顯示，現年62歲（1957年11

月生）的應勇是十九屆中央委員，早年在
浙江工作多年，曾任台州地委委員、政法
委書記，紹興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市
公安局局長等職。1995年任浙江省公安廳
副廳長，2003年任浙江省紀委副書記、省
監察廳廳長，2005年12月轉任浙江省高院
代理院長，翌年1月任院長。2007年底，
應勇調任上海市高院黨組書記，翌年1月
任院長，擔任該職5年，2013年晉升為上
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2014年任上海
市委副書記，並於2016年兼任上海市常務
副市長。2017年，應勇出任上海市市長，
至昨日湖北履新。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中，應勇強調以最大決心、最嚴舉措、最
大努力爭取最好結果，堅決打贏疫情防控
阻擊戰，確保上海始終是一座安全的城

市。作為人口流入的重點城市，上海疫情
防控工作備受輿論肯定。

王忠林：土生土長山東漢
新任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現年 57 歲

（1962年 8月生），是土生土長的山東
人，仕途此前一直在山東省內。歷任棗莊
市嶧城區區長、滕州市委書記、聊城市市
長和山東省發改委主任等職。2016年11
月，王忠林出任濟南市代市長，次年4月
任市長。2018年5月開始擔任山東省委常
委、濟南市委書記，直至此番調整。新冠
肺炎疫情發生後，王忠林擔任濟南市疫情
處置工作領導小組（指揮部）組長（總指
揮），多次深入居民小區、零售藥店、集
中隔離點、高速出入口、機場、企業等督
導檢查疫情防控工作，凸顯實幹作風。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主持召開領導小
組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應對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滬
寧出席。

強化離漢離鄂通道管控
會議指出，要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

記重要講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精神，按照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
組部署，突出重點、統籌兼顧，分類
指導、分區施策，堅決打贏疫情防控
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努力
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會議指出，要繼續把湖北省特別
是武漢市作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
重。武漢市要對「四類人員」加速
分類集中收治或隔離；孝感、黃岡
等地要採取和武漢同等的隔離救治
措施。湖北和武漢要進一步強化離
漢離鄂通道管控，切實做到內防擴
散、外防輸出。

總結治癒病例完善診療
會議指出，通過錯峰等措施今年不

會出現往年那樣的返程高峰。各地要
繼續抓好群防群控。各省負責對本省
各市縣根據疫情合理分類，制定差異
化精準防控策略，視疫情有序恢復生
產生活秩序。有效藥物和救治是戰勝
疫情的關鍵環節。要總結近6,000例
治癒病例，完善診療方案。更有針對
性防止輕症轉為重症和開展重症患者
救治，抓緊投放臨床有效藥物，提高
治癒率、降低病亡率。
會議指出，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要

繼續協調做好疫情防控物力人力保
障。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堅強領導下，把防控工作抓實抓細
抓落地，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
會發展工作。
領導小組成員丁薛祥、黃坤明、蔡

奇、肖捷、趙克志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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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調整扭轉疫情 SARS有先例
��$

新任湖北省委書記新任湖北省委書記應勇應勇

新任武漢市委書記新任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王忠林

輿論普遍對湖北人事
調整表示歡迎，並希望
能像 17 年前 SARS 一疫
一樣，臨危換將起到震
懾官場、鼓舞士氣、營

造抗疫新局面的作用。2003年4月20
日，正當SARS疫情肆虐之時，中共
中央決定，免去張文康、孟學農的衛
生部黨組書記、北京市委副書記職
務，任命高強、王岐山為衛生部黨組
書記、北京市委副書記，提名王岐山
為北京市長候選人；4月26日，時任

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兼任衛生部部長，
一系列人事調整被視為扭轉SARS疫
情防控的關鍵之舉。

防疫不力 湖北數官員問責
因防疫不力，迄今湖北已有多名官

員被問責。1月30日，面對中央督查
組「一問三不知」的時任黃岡市衛健
委主任唐志紅被免職；2月10 日湖北
省委常委會決定：免去張晉的省衛健
委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劉英姿的省衛
健委主任職務；2 月 13 日，中央決

定，走「馬」（馬國強）換「蔣」
（蔣超良），問責意味不言而喻。

中紀委：對鄂漢加強指導
另據中紀委網站消息，中央紀委常

委會13日召開會議，專題學習貫徹習
近平總書記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進一步研
究部署貫徹落實措施。會議強調，紀
檢監察機關要堅決有力監督保障執
行，繼續緊盯疫情防控責任落實、重
點工作和重點環節強化政治監督，督

促各級黨委、政府落實主體責任，督
促衛生健康、交通、市場監管、藥監
等部門履行行業監管職責。要嚴格執
紀執法、追責問責，依規依紀依法查
處敷衍塞責、弄虛作假、推諉扯皮、
消極應付和貪污侵佔挪用救援款物、
失職瀆職等違紀違法問題。要着力糾
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肅查處不
擔當不作為亂作為問題。要堅持分類
指導，重點加強對湖北省、武漢市紀
檢監察工作的指導。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北京報道

湖北省衛建委黨組書記湖北省衛建委黨組書記王賀勝王賀勝

昨日新增 15,177
12日新增 2,057
11日新增 2,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