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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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14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並

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項

重大任務。既要立足當前，科學精準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更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

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該堅

持的堅持，該完善的完善，該建立的建立，該落實的落實，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

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他還強調，要盡快推動出台生物安全法。

習近平促推生物安全法
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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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地疫情最新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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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確診數字

全球累計
確診病例

全 球 64,466

亞 洲 64,383

香 港 56

澳 門 10

歐 洲 46

北美洲 22

大洋洲 15

註：截至14日24時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昨日新增
5,111

13日新增
15,177

12日新增
2,057

累計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

6363,,950950
現存疑似病例現存疑似病例

1010,,109109
死亡病例死亡病例

11,,382382
治癒病例治癒病例

77,,09209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副
主任李克強、王滬寧、韓正出席會議。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
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研究和加
強疫情防控工作，從體制機制上創新和完善重大疫情
防控舉措，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高應
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
習近平強調，要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強和
完善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認真評估傳染病
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要從
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
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
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
治理能力。要盡快推動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
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
習近平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堅決貫
徹預防為主的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堅持常備不懈，將
預防關口前移，避免小病釀成大疫。要健全公共衛生服
務體系，優化醫療衛生資源投入結構，加強農村、社區
等基層防控能力建設，織密織牢第一道防線。要加強公
共衛生隊伍建設，健全執業人員培養、准入、使用、待
遇保障、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要持續加強全科醫生培
養、分級診療等制度建設，推動公共衛生服務與醫療服
務高效協同、無縫銜接，健全防治結合、聯防聯控、群
防群治工作機制。要強化風險意識，完善公共衛生重大
風險研判、評估、決策、防控協同機制。

建集中統一高效領導指揮體系
習近平強調，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健
全重大疫情應急響應機制，建立集中統一高效的領導指
揮體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統有序、條塊暢達、執行有
力，精準解決疫情第一線問題。要健全科學研究、疾病

控制、臨床治療的有效協同機制，及時總結各地實踐經
驗，形成制度化成果，完善突發重特大疫情防控規範和
應急救治管理辦法。要平戰結合、補齊短板，健全優化
重大疫情救治體系，建立健全分級、分層、分流的傳染
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機制，支持一線臨床技術創新，及時
推廣有效救治方案。要鼓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雲
計算等數字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
治、資源調配等方面更好發揮支撐作用。

確保突發疫情等先救治後收費
習近平指出，要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

度，完善應急醫療救助機制，在突發疫情等緊急情況
時，確保醫療機構先救治、後收費，並完善醫保異地
即時結算制度。要探索建立特殊群體、特定疾病醫藥
費豁免制度，有針對性免除醫保支付目錄、支付限
額、用藥量等限制性條款，減輕困難群眾就醫就診後
顧之憂。要統籌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和公共衛生服務資
金使用，提高對基層醫療機構的支付比例，實現公共
衛生服務和醫療服務有效銜接。
習近平強調，要健全統一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把

應急物資保障作為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重要內
容，按照集中管理、統一調撥、平時服務、災時應
急、採儲結合、節約高效的原則，盡快健全相關工作
機制和應急預案。要優化重要應急物資產能保障和區
域佈局，做到關鍵時刻調得出、用得上。對短期可能
出現的物資供應短缺，建立集中生產調度機制，統一
組織原材料供應、安排定點生產、規範質量標準，確
保應急物資保障有序有力。要健全國家儲備體系，科
學調整儲備的品類、規模、結構，提升儲備效能。要
建立國家統一的應急物資採購供應體系，對應急救援
物資實行集中管理、統一調撥、統一配送，推動應急
物資供應保障網更加高效安全可控。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中央和國

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列席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舉行
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審
議通過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2019
年工作總結報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員會2020年工作要點》。
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企業
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改革方案》、
《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
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關於深化事
業單位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關
於深入推進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的
意見》、《關於推動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
的意見》、《關於進一步推進服務業改革

開放發展的指導意見》。

加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會議指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要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充分發
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
揮政府作用，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
開放，按照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要求縱深
推進，在精準實施、精準落實上下足功夫，
在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創新。
會議強調，要堅持公平統一、權責一致、

循序漸進，推動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更加
公平更可持續，全面建成覆蓋全民、城鄉統
籌、權責清晰、保障適度、可持續的多層次

社會保障體系。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產權
激勵，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
長期使用權，健全決策機制，規範操作流
程，探索形成賦權形式、成果評價、收益分
配等方面制度。要堅持試點先行，堅持優化
協同高效，改革事業單位機構設置和職能配
置，探索實行政事權限清單、機構編制職能
規定、章程管理等制度。建設中國特色新型
智庫是黨中央立足黨和國家事業全局作出的
重要部署，要精益求精、注重科學、講求質
量，切實提高服務決策的能力水平。

分類放寬服務業准入限制
會議指出，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

要支撐，要以整體優化、協同融合為導向，
統籌存量和增量、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發
展，打造集約高效、經濟適用、智能綠色、
安全可靠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要分類放
寬服務業准入限制，構建監管體系，深化重
點領域改革，健全風險防控機制，完善相關
法律法規，提升供給質量和效率。
會議強調，2019年，面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

風險挑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堅持穩中
求進工作總基調，把準脈搏、扭住重點、有的
放矢，立足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謀劃推進改革，
繼續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推出重大改革方
案，完成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抓好改革部
署落實落地，指導地方有序開展改革試點並及

時總結推廣，加強和改進改革宣傳工作，一體
推進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重要舉措，全面
深化改革邁出重要步伐。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

規劃收官之年。要堅持問題導向，繼續推出
一批重要改革方案。要堅持目標導向，推進
改革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牢牢抓住制度建
設這條主線，體現針對性、操作性、實效
性，把落實黨中央要求、滿足實踐需要、符
合基層期盼統一起來，把解決問題、務實管
用、簡便易行統一起來。要堅持結果導向，
聚焦重點、緊盯實效，開展重要領域改革進
展情況評估檢查，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
義，一個領域一個領域盯住抓落實。

中央深改委部署今年工作：堅持問題導向 續推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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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生物安全

■ 把生物安全
納入國家安
全體系，系
統規劃國家
生物安全風
險防控和治
理體系建設

有關
疾病預防

■ 將預防關
口前移，
避免小病
釀成大疫

有關
防控救治

■建立集中統一高效
的領導指揮體系

■ 建立健全分級、
分層、分流的傳
染病等重大疫情
救治機制

■鼓勵運用數字技術
更好發揮支撐作用

有關
應急保障

■優化重要應急物資產能保
障和區域佈局，做到關鍵
時刻調得出、用得上

■健全國家儲備體系，科學
調整儲備的品類、規模、
結構，提升儲備效能

■推動應急物資供應保障
網更加高效安全可控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國政府網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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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赴北京西站考察有序錯峰
返程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昨晚，北京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佈通
告，從即日起，所有返京人員到京後，均應居家或
集中觀察14天。拒絕接受居家觀察、集中觀察等防
控措施的，依法追究責任。回京前，須提前向在京
所在單位及居住的社區(村)報告。

要求防疫保暢兩手抓
李克強強調，交通是人員流動的大動脈，也是保

障各類防控物資和生活必需品供應的生命線，疫情
防控措施要科學嚴密有效，把公共交通工具和場站

防控抓細抓實，讓旅客放心安全出行。同時要確保
交通通暢，提高通行效率，糾正擅自設卡攔截、阻
斷交通等違法行為，確保疫情防控物資、生活必需
品和人員運輸通暢，助力有序復工復產、更好保障
供給，維護正常經濟社會秩序。各地區各部門要堅
決有力有效防控疫情，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
目標任務。
李克強來到北京西站調度指揮中心，了解全國鐵

路錯峰調度組織和未來客流趨勢。負責人匯報前期
國家實施延長春節假期、靈活安排復工和引導錯峰
出行等舉措，鐵路系統也細化採取一系列措施，既
有效避免了節後人流大規模集中出行，又保證了人
流物流暢通。

感謝交通前線員工
李克強說，你們做到了兩手抓，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保通保暢。當前疫情防控仍處在關鍵階
段，同時大部分地方也在有序復工復產。要加強客
流監測，合理安排售票，同時抓緊出台暫時免除包
括小轎車在內的客車、貨車等所有車輛收費公路全
部通行費的政策，並抓好各項防控工作不放鬆，這
能夠更好保障重點醫療防控物資、生活必需品運輸
暢通，降低企業物流成本，並可以繼續引導好交通
預期，實現人員有序出行、均衡出行，在有效防控
疫情的同時促進有序復工復產。
李克強慰問值班的車站員工，叮囑他們加強自身

防護，並對全國交通戰線廣大員工堅守崗位、為疫
情防控作出的貢獻表示感謝。

李克強考察北京西站防疫
即日起返京者須觀察14日

■■ 李克強赴北京西站考察新李克強赴北京西站考察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新社中新社

■■習近平要求把生物安全納習近平要求把生物安全納
入國家安全體系入國家安全體系。。圖為檢驗圖為檢驗
人員在對新型冠狀病毒核酸人員在對新型冠狀病毒核酸
樣本信息進行核對樣本信息進行核對。。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