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確保脫貧攻堅任務如期全面完成，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金
融風險攻堅戰，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會議提出的經濟社會運行重點

加大民生托底保障力度。做好疫情導致的無供養困難人群
保障。及時撫恤疫情防控中因公殉職的醫務人員、幹部職
工、社區工作者等，妥善照顧他們的家屬。

深化對外開放和國際合作。優先保障在全球供應鏈中有
重要影響的龍頭企業和關鍵環節恢復生產供應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要加大對重點行業和
中小企業幫扶力度，救助政策要精準落地，政策要跑在
受困企業前面。

積極擴大有效需求，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加大新
投資項目開工力度，加快在建項目建設進度。

A2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葉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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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胡臥龍 北京、山東

報道）司法部監獄管理局負責人何平21日在國務院

聯防聯控機制發佈會上表示，截至2月20日24時，

全國共有湖北、山東、浙江三省的5個監獄發生罪

犯感染新冠病毒疫情，共報告505例確診病例，20例疑似病例。他

表示，將對此嚴格追責問責，山東省司法廳黨委書記兼廳長解維俊

等監獄系統8名官員已被免職，湖北、浙江等地監獄系統官員也被

免職或給予處分。何平表示，司法部先後派出28個督導組開展實地

督查，並對監獄輸入性疫情問題嚴肅問責。中央政法委已組成調查

組，赴山東省就任城監獄新冠肺炎疫情有關情況進行全面調查。

內地三省五監獄505人確診
山東司法廳長等8官被免職 司法部派員開展實地督查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新聞聯播報
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1日召開會議，研
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統籌做好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指出，要建
立與疫情防控相適應的經濟社會運行秩
序，有序推動復工復產，使人流、物流、
資金流有序轉動起來，暢通經濟社會循
環。
2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
治局常委會會議，聽取疫情防控工作匯
報，研究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
展工作，決定將有關意見提請中央政治局
會議審議。
會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黨中
央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時刻關注疫情
形勢，把疫情防控作為頭等大事來抓，親
自指揮、親自部署，提出堅定信心、同舟
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總要求。黨
中央及時制定疫情防控方針政策，確保疫

情防控有力有序推進，堅決遏制疫情擴散
蔓延。我國疫情防控工作得到國際社會普
遍支持，展現負責任大國形象。

全國疫情拐點尚未到來
會議強調，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堅強領導下，經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
人民團結奮戰，目前疫情蔓延勢頭得到初
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效。同
時，要清醒看到，全國疫情發展拐點尚未
到來，湖北省和武漢市防控形勢依然嚴峻
複雜。各級黨委和政府要貫徹黨中央關於
疫情防控各項決策部署，毫不放鬆抓好疫
情防控工作，及時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
不斷鞏固成果、擴大戰果，全面打贏疫情
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
會議指出，要針對不同區域情況，完善
差異化防控策略。要堅決打好湖北保衛
戰、武漢保衛戰，堅決遏制疫情擴散蔓延
勢頭，繼續加大救治力度，根據需要繼續

加大醫務人員和醫用物資支持力度，加強
力量薄弱地區防控。要全力做好北京疫情
防控工作。要落實非疫情防控重點地區分
區分級精準防控策略。要關心關愛一線醫
務人員，科學調配醫療力量和重要物資，
加強防護物資、生活物資保障和防護措施
落實。要繼續抓好醫用物資和生活必需品
生產供應，優先保障重點地區需要。
會議強調，新冠肺炎疫情雖然給經濟運
行帶來明顯影響，但我國經濟有巨大的韌
性和潛力，長期向好的趨勢不會改變。會
議指出，要建立與疫情防控相適應的經濟
社會運行秩序，有序推動復工復產，使人
流、物流、資金流有序轉動起來，暢通經
濟社會循環。要制定明確的疫情分區分級
標準。復工復產，交通運輸是「先行
官」，必須打通「大動脈」，暢通「微循
環」。各級黨委和政府要主動服務，有序
組織務工人員跨區返崗，努力保障已復工
和準備復工企業日常防護物資需求。

政治局：建適應防疫的經濟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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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96

亞 洲 76,074
香 港 68
澳 門 10

歐 洲 47

北美洲 23

大洋洲 17

非 洲 1

註：截至21日23時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昨日新增
896
20日新增
404
19日新增
1,756

累計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

7575,,571571
現存疑似病例現存疑似病例

55,,206206
死亡病例死亡病例

22,,239239
治癒病例治癒病例

1818,,68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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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2月19日新增確診615例，而湖
北省僅有349 例。20 日湖北省確診病
例，從一開始公佈的411例訂正為631
例。湖北省方面稱，前者因按最新診療

方案核減，後者則是因未將湖北兩監獄確診
病例納入所致。這種操作，不僅讓網友們不明白，也
引起湖北省委書記應勇的高度關注。21日下午，湖北
官方稱「已叫停核減的做法」，對相關責任人要查清
事實，嚴肅問責。

影響政府公信力
武漢新冠疫情初期，吃過統計數據的大虧。1 月

初，官方連日報告零確診，錯失初期疫情防控最佳
時機，令多少人喪失警惕導致感染。進入暴發期，
武漢等地的疑似病人大量堆積，臨床醫生確認無疑

的病例，卻因為進行不了核酸檢測而無法入院。玩
統計數據、公開信息上的「文字遊戲」，是血淋淋
的教訓。

官方發佈的信息，必須實事求是，豈能掩耳盜鈴、
自欺欺人？除疫區以外的其他省區市，是否還存在着
僥倖心理，是否還試圖玩一些「文字遊戲」，人們不
得而知。例如，有北京市民就發現，該市公佈的確診
患者活動軌跡與患者發病的真正所在地並不一致，還
有一些發生在醫院的確診病例並沒有公佈活動軌跡。
官方公佈的信息可能有其背後考量，但在信息如此透
明的網絡社會，任何一次帶有「硬傷」的公開信息，
都會對政府公信力以及民眾抗「疫」信心帶來負面影
響。

新冠疫情已出現積極向好趨勢，形勢難得。我們再
不可以重蹈覆轍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官方發佈必須真實
統計豈能掩耳盜鈴

�
/=

內地有監獄暴發疫情的消息，於21日公開。「我
懷內疚的心情，沉重地回答這個問題。」何平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目前湖北武漢女子監獄確診
230例，湖北省漢津監獄確診41例、疑似9例，湖北
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疑似1例；山東省任城監獄確診200
例、疑似10例；浙江省十里豐監獄確診34例。他表
示，上述都是輸入型病例，5個監獄沒有重症病例。

徹底排查 全封閉管理
對於監獄系統如何遏制疫情的問題，何平表示，將
全面徹底排查，包括入監幹警職工的生活軌跡，嚴防
將傳染病源帶到監管場所。嚴格封閉隔離，實行全封
閉管理。落實體溫檢測和健康詢問制度，為發熱症狀
人員及其密切接觸者實行隔離觀察。
何平表示，將對監獄系統的病例及時實施醫療救
治。對監獄確診的病例按照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
中資源、集中救治的原則，按其他患者完成一樣的辦
法隔離救治，確保第一時間入院治療。加強罪犯心理
疏導，組織罪犯撥打親情電話和開展視頻會見。他透
露，司法部先後派出28個督導組，展開實地督查。

何平表示，監
獄系統將深刻汲
取教訓，強化責
任落實，堅決實
行嚴格的全封
閉管理，全力
救治患病人

員，堅決堵住漏洞，全力以赴做好監獄疫情防控工作，
堅決防止疫情擴散蔓延。
此外，山東省司法廳黨委副書記、省監獄管理局局長

吳磊當天在山東省的通報會上介紹，12日下午，任城監
獄一值班幹警因咳嗽到醫院就診被隔離收治，13日晚22
時經雙試劑檢測後診斷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同日下午
18時，該監獄一備勤幹警經核酸檢測後診斷為確診病
例。兩名幹警被隔離收治後，即對任城監獄幹警職工、
服刑人員及密切接觸者全面排查，對相關監區、備勤
區、家屬區封閉管理，全面做好排查、篩查、隔離、救
治等工作。

曾發請戰書 現已被刪除
任城區是山東省濟寧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
是濟寧市組群城市核心區，隸屬山東省監獄管理局的任
城監獄位於任城區北部。
任城監獄官方澎湃號曾於11日發表《任城監獄硬核

請戰，再請戰！【任城監獄第六期】》文章。這則請
戰書落款為，請戰人：80急先鋒。請戰時間為2月10
日，並附有請戰人的簽名和手印。請戰書中稱，疫情
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80
名幹警第一時間奔赴疫情防控戰場，確保了監管場所
持續安全穩定。面對當前疫情防控的嚴峻形勢，80急
先鋒志願再次加入第二批執勤隊伍，留在監獄疫情防
控阻擊戰的一線。根據該文章，任城監獄第一批封閉
管理的80名幹警自1月27日下午17時集體進駐監獄，
進行14天的封閉管理。目前，該文章已被刪除。

何平何平
中新社中新社

■山東省政府新聞發佈會現場。 新華社

三地監獄感染及問責情況
湖 北

武漢女子監獄確診230例 武漢女子監獄監獄長免職

湖北省漢津監獄確診41例、疑似9例 沙洋漢津監獄一名幹警未如實報告生活軌跡，被給予嚴重
警告處分

湖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疑似1例 （暫無）

山 東

濟寧任城監獄確診200例、疑似10例 省司法廳黨委書記等監獄系統8名官員已被免職

浙 江

十里豐監獄確診34例 監獄長和政委被免職，公安機關對涉事幹警以涉嫌妨害傳
染病防治犯罪立案調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胡臥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