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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四十七次委員長會議昨日上午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舉行，會議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第十六次會議2月24日在北京舉行。會議將審
議關於推遲召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
次會議的決定草案。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
三十三次主席會議也研究了關於推遲召開政協第
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和常務委員會第十
次會議的有關事項等。
委員長會議提出這一議程有何考慮？對此，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臧鐵偉介紹，2019年
12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

決定，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於
2020年3月5日在北京召開。按照這一決定，全國
人大常委會已為大會的召開進行了一系列籌備準
備工作。

不少代表處戰疫前線
近期以來，湖北省武漢等地陸續發生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高度重視，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確要求，
強調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來
抓，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
戰。目前，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積極成效。

當前遏制疫情蔓延、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處於
關鍵時期，必須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全國人大
代表近3,000人，其中很多代表包括代表中三分之
一的省市級和各方面的主要領導幹部都奮戰在疫
情防控工作第一線，正在各自工作崗位發揮重要
作用。為了確保聚精會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堅
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委員長會議經認真評估，認為有必要適當推遲召
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召集。之前，全國人

大常委會已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召開
時間，因此，推遲召開會議，也需要全國人大常
委會作出決定。
基於上述考慮，常委會工作機構擬訂了關於推

遲召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決定草案。昨
日召開的委員長會議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第十六次會議2月24日在北京舉行，其中一項
議程是審議委員長會議關於提請審議《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推遲召開第十三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的決定（草案）》。同
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在為積極修改與疫情防控
相關的法律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全力抗疫 全國兩會將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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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44

亞 洲 70,904
香 港 58
澳 門 10

歐 洲 47

北美洲 23

大洋洲 15

非 洲 1

註：截至17日24時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昨日新增
2,060
16日新增
2,020
15日新增
2,649

累計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

7070,,644644
現存疑似病例現存疑似病例

77,,264264
死亡病例死亡病例

11,,772772
治癒病例治癒病例

1111,,27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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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諸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城鄉社區是疫情防
控的第一線。中央指導組赴湖北隨州實地指導社區疫
情防控，強調要堅持預防為主、關口前移，為群眾守
好健康之門。只有每個社區措施到位，才能打贏這場
疫情防控阻擊戰。

促增派醫療力量支援隨州
前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

春蘭率中央指導組到隨州市曾都區何店鎮響堂街村、
北郊辦事處孔家坡社區，詳細了解城鄉基層網格化管
理、人員排查管控、群眾健康防護等情況。在得知這
兩個社區已經連續多天沒有新增病例後，孫春蘭表示
讚許，並希望堅持下去，不能有絲毫鬆勁。
指導組隨後走進萬達永輝超市，詳細查看菜品、菜

量、菜價，以及集中配送情況。強調一定要為社區居
民做好生活物資供應配送，保障好群眾日常生活。
高新區怡康老年公寓是一家備用的治療點，有310

張床位。孫春蘭走進公寓，仔細查看集中收治點改造
情況，看望並慰問從江西趕來馳援的醫療隊。她說，
隨州是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之一，醫療力量薄弱，江
西醫療隊要發揚革命老區的優良傳統，幫助當地提升
醫療救治水平。醫護人員一定要做好自身防護，保障
健康安全。當了解到醫療力量仍然是短板，孫春蘭當
即指示國家衛健委有關負責人，馬上增派醫療力量支
援隨州。目前，在隨州的江西醫療隊人員已由263人
增至391人。
17日上午，中央指導組來到武漢同濟醫院，同一

線醫務工作者座談，並通過視頻連線聽取了來自金銀
潭醫院、武漢市肺科醫院、武漢協和醫院等專家團隊
關於加強重症患者醫療救治的意見建議。孫春蘭向所
有奮戰在一線的醫務工作者表達敬意和感謝。希望大
家千方百計發揮智慧和力量，千方百計挽救生命。

中
央
指
導
組
要
求
防
控
關
口
前
移

■■ 孫春蘭率中央指導組到隨州市了解城鄉基層網格化管理孫春蘭率中央指導組到隨州市了解城鄉基層網格化管理、、
人員排查管控人員排查管控、、群眾健康防護等情況群眾健康防護等情況。。 新華社新華社

■■ 會議指出會議指出，，要進一步保障好武漢市和湖北省等疫情防控重點要進一步保障好武漢市和湖北省等疫情防控重點
地區防控救治需要地區防控救治需要。。圖為工人正在檢查負壓救護車圖為工人正在檢查負壓救護車。。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周琳報道，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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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指出，要進一步保

障好武漢市和湖北省等疫情防控重點地區防控救治需要，多措並舉支援重症救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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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條件抗疫殉職人員可評定烈士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退役軍人事務部
及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近日聯合印發《關於妥善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犧牲人員烈士褒揚工作的通
知》（下稱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妥善做好因疫
情防控犧牲人員烈士褒揚工作，符合烈士評定（批
准）條件的人員，應評定（批准）為烈士。
通知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直接接

觸待排查病例或確診病例，承擔診斷、治療、護
理、醫院感染控制、病例標本採集、病原檢測以及
執行轉運新冠肺炎患者任務等的醫務人員和防疫工
作者因履行防控工作職責感染新冠肺炎以身殉職，
或者其他犧牲人員，符合烈士評定（批准）條件
的，應評定（批准）為烈士。

簡化程序及時評定
根據通知要求，參加疫情防控工作的地方人員根
據《烈士褒揚條例》規定評定，各地統一組織赴湖
北的醫療救援人員犧牲的，由派出人員單位所在地
省級人民政府評定；參加疫情防控工作的軍隊人員
和軍隊聘用的社會人員，由軍隊相關部門根據有關
規定批准。

同時，有
關部門要與
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
工作機制（領導小組、指揮
部）保持密切溝通，一對一
全流程指導做好申報工作；
要簡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
率，及時進行評定（批准）；要創新方
式方法，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手段，既保
證工作順利開展，又最大限
度降低人員聚集感染風險。

做好撫恤優待政策
通知強調，要落實好撫恤優待政策，及時發放

烈士褒揚金和撫恤金，積極開展慰問、懸掛光榮
牌等活動，妥善解決烈士遺屬的實際困難。要根
據當地疫情防控實際情況採取適當形式開展撫恤
優待工作，對疫情較重地區，要通過適當方式隨
時了解掌握烈士遺屬的身體、心理動態及所面臨
的困難等情況，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疏導、提供
精準服務。

會議指出，全國上下貫徹落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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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務院聯防
聯控機制協調安排，經過艱苦努力，
防控工作取得積極成效。
會議聽取了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相
關工作組匯報。匯報認為，通過各地
各方面全力加強疫情防控，壓低了流
行高峰，削弱了流行強度，避免了可
能出現的更大範圍爆發流行，全國疫
情形勢出現積極向好趨勢。當前疫情
流行中心仍在武漢市和湖北省，疫情
變化情況仍很複雜。隨着全國大多數

地方逐步復工復產復學，各地防控工
作絲毫不能鬆懈。

需加強核酸檢測效能
會議指出，武漢市和湖北省要繼續

加大排查力度，擴大床位供給，切實
提高收治率、降低感染率。加強醫務
人員保障，國家在已派出3萬多名醫
務人員的基礎上，根據救治需要再增
派醫療力量支援。目前核酸檢測反饋
結果時間已從兩天縮短至4小時至6
小時，要把這一成果覆蓋到所有需檢
測人員，進一步提升檢測效能。優化
診療方案，集中專家加強重症患者救

治，積極推廣使用臨床有效藥物，減
少輕症患者轉為重症，提高治癒率、
降低病亡率。
會議又指出，要特別做好醫務人員
防護和生活保障，合理安排輪休。進
一步保障好武漢市和湖北省等疫情防
控重點地區防控救治需要，增加醫用
防護服、口罩供給，加快生產調運一
線需要的隔離衣、製氧機等，多措並
舉支援無創呼吸機、高流量吸氧機、
血氣分析儀等重症救治設備。
會議指出，要按照統籌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繼續加強精準
防控，推動有序復工復產。

當前，湖北省疫情防控已進入關鍵
期，疫情形勢仍然嚴峻。國家衛生健
康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同日
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佈會上表
示，從出院病人來看，大概90%是輕
症，10%左右是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發病到確診的平均時間段是4.95天。
當前針對新冠病毒的屍檢病理和藥物
研究取得一定進展。在法律政策允許
並徵得患者家屬同意後，兩例新冠肺
炎逝者遺體解剖工作於16日在武漢市
金銀潭醫院完成，目前解剖病理已經
送檢，預計10天以內可以得出結論。

湖北治癒率首破10%
另外，武漢的情況也有很大改變，

重症佔比從初期的38%已經下降到目
前的18%。根據湖北省衛健委官網顯
示，截至2月16日24時，湖北省累計
報告新冠肺炎病例58,182例，全省累
計治癒出院6,639例。據統計，湖北
省新冠肺炎治癒率首次突破10%，達
到1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