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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昨日召開會議，聽取中央應對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匯報，分析當前疫情形勢，研究部署近期防控重點工

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響應黨中央對廣大黨員的號召，習近

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同志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

政治局七常委捐款抗疫
習近平：防控弦不能鬆 經社發展工作要抓緊

習近平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當前全國
疫情防控形勢積極向好的態勢正在拓展，經

濟社會發展加快恢復，同時湖北省和武漢市疫情
形勢依然複雜嚴峻，其他有關地區疫情反彈風險
不可忽視。越是在這個時候，越要加強正確引
導，推動各方面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
決策部署上來，加強疫情防控這根弦不能鬆，經
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要抓緊。各級黨委和政府要
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
作，準確分析把握疫情和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緊
緊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確保打贏疫
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努力實現決
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目標任務。

調幹部援基層 補齊舊區短板
會議強調，要繼續集中力量和資源，全面加
強湖北省和武漢市疫情防控。要鞏固排查和收
治成果，切實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要
夯實社區排查和防控基礎，抽調更多幹部支援
基層，支持各類在當地的幹部積極投身社區防
控工作，充分調動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
積極性，加快補齊老舊小區在衛生防疫、社區
服務等方面的短板，深入細緻做好群眾基本生
活保障工作，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群眾心
理疏導。要加強重症患者救治，促進高水平團
隊協同攻堅、多學科專家聯合攻關，發揮好重
症專業救治力量作用，提高臨床治療精準性、
有效性，努力降低病亡率。要及時收治輕症患
者，及早實施醫療干預，盡量減少輕症轉為重
症。要着力提高醫用防護物資調撥和配送效
率，暢通渠道和堵點，盡快將急需物資送到救
治一線。要加強北京等重點省份防控工作，堅

決阻斷各種可能的傳染源。

科學處置復工個別感染病例
會議指出，要強化特殊場所和重點人群防護措

施。養老、救助、兒童福利、精神衛生醫療等機
構，人員密集、環境封閉，相關服務對象自身防
護能力弱，要壓實屬地責任，實施更嚴格的管理
措施，防止外部傳染源輸入，對已感染患者要全
力救治。要加強疫情防控一線工作人員、直接接
觸醫用廢棄物人員、密閉空間服務人員等人群的
防護，有針對性落實防控措施。
會議強調，要精準穩妥推進復工復產。各級黨
委和政府要把支持復工復產、恢復和穩定就業、暢
通交通運輸、保障市場供給等各項工作做細做扎
實。要督促企事業單位嚴格執行疫情防控規定，落
實防控主體責任，積極幫助企事業單位解決防疫難
題，協調解決口罩、消毒用品等防護物資不足問
題，指導制定符合單位自身特點的防控規範。對復
工復產中出現的個別感染病例，應急處置措施要科
學精準。要提高復工復產服務便利度，取消不合理
審批。要把各項惠企政策盡快落實到位，完善政策
配套實施辦法，在一體化政務平台上建立小微企業
和個體工商戶服務專欄，使各項政策易於知曉、一
站辦理。要總結經驗，把一些好的政策和做法規範
化、制度化。
會議指出，加強疫情防控國際合作是發揮我國

負責任大國作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
體現。要繼續同世界衛生組織緊密合作，同相關國
家密切溝通，分享防疫經驗，協調防控措施，加強
對外宣介和公共外交，共同維護地區和世界公共衛
生安全。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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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地疫情最新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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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確診數字

亞洲累計
確診病例

亞 洲 80,028
香 港 89
澳 門 10

註：截至26日23時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昨日新增
416
25日新增
523
24日新增
423

累計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

7878,,195195
現存疑似病例現存疑似病例

22,,491491
死亡病例死亡病例

22,,718718
治癒病例治癒病例

3030,,078078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深入
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的
重要講話精神，落實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領導小組部署要求，中央指導組昨
日下午召開視頻會議，指導督導加強武漢
以外市州患者救治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

春蘭聽取了湖北孝感、黃岡、荊州等8個
市州相關情況匯報，詳細了解各市州患者
救治工作進展和困難。孫春蘭說，當前湖
北省疫情防控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但總
體形勢依然嚴峻複雜，應收盡收取得階段
性成果，救治工作成為當前的緊迫任務。
孫春蘭強調，要緊緊扭住城鄉社區防控
和患者救治兩個關鍵，抓好源頭控制，堅
持中西醫結合，全力做好醫療救治工作。
要優化援助湖北醫療資源配置，加大對醫
療力量薄弱市州的支持力度，把醫療力量
薄弱縣的患者向地市集中，派專家組巡診
治療。要認真落實第六版新冠肺炎診療方
案，推動治療規範化、同質化，提高治癒
率、降低病亡率。要分區分級統籌做好疫
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不失時機抓
好春季農業生產，及時開展春耕備耕。要
壓實各級黨政尤其是區縣的責任，堅決克
服麻痹思想，繼續發揚連續作戰、愈戰愈
勇的精神，不斷擴大湖北保衛戰的戰果。

「一人一策」治療重症醫護
另據報道，前日，中央指導組專門看望

慰問感染新冠肺炎的醫務人員。孫春蘭視
頻連線同濟醫院、協和醫院、中南醫院感
染新冠肺炎的醫務人員，詳細詢問他們的
身體健康狀況，轉達黨中央、國務院對他
們的關心和慰問，希望他們安心養病、堅
定信心，爭取盡早康復。她叮囑收治醫院
要利用好高水平國家醫療隊的資源，精心
制定治療方案，對重症醫務人員要「一人
一策」提供優質的治療。各方面特別是湖
北、武漢要做好感染的醫務人員的關心關
愛，協調解決他們在生活、家庭等方面的
實際困難，給予周到細緻的幫助和照顧。
孫春蘭說，廣大醫務人員不懼風險、衝

鋒在前，為保護人民生命健康作出重要貢
獻，是抗疫戰鬥中的勇士。要全面落實進
一步保護關心愛護醫務人員的政策措施，
及時安排醫務人員輪換休整，不斷加強科
學防護和防止醫院內感染，做好褒揚激
勵、撫恤優待、待遇保障等工作，使廣大
醫務人員始終保持強大戰鬥力、昂揚鬥
志、旺盛精力，持續健康投入抗疫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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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報發表評
論員文章，題為《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
會發展工作》。
文章指出，經過艱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
形勢積極向好的態勢正在拓展，防控工作取得
階段性成效；同時又要看到，疫情形勢依然嚴
峻複雜，防控正處在最吃勁的關鍵階段。
文章說，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
展工作，首先要增強信心、堅定信心。我們
終將戰勝疫情，這是確定無疑的。疫情不可
避免會對經濟社會造成較大衝擊，越是在這
個時候，越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看
待我國發展，不要被問題和困難嚇倒。我國
是個大國，韌性強、潛力足、迴旋餘地大，
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疫情的衝
擊是短期的、總體上是可控的。只要我們變
壓力為動力、善於化危為機，有序恢復生產
生活秩序，強化「六穩」舉措，加大政策調
節力度，把我國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
充分釋放出來，就能夠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
展目標任務。
文章強調，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
發展工作，關鍵是抓好黨中央決策部署的貫
徹落實。疫情嚴重或高風險地區要繼續集中

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中風險地區要依據
防控形勢有序復工復產，低風險地區要把防
控策略調整到外防輸入上來，全面恢復生產
生活秩序。要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重在
逆周期調節，對沖疫情影響，防止經濟運行
滑出合理區間，防止短期衝擊演變成趨勢性
變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穩
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靈活適度，全面強
化穩就業舉措，堅決完成脫貧攻堅任務，不
失時機抓好春季農業生產，切實保障基本民
生，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抓好這些工作，
既要有統籌兼顧之謀、又要有組織實施之
能，善於結合實際「彈好鋼琴」。特別是要
抓好涉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
攻堅的重點任務，不能顧此失彼，不能有緩
一緩、等一等的思想，不能抓而不細、抓而
不實。
關山萬千重，山高人為峰。面對統籌疫情
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艱巨任務，只要我們
扛起責任、經受考驗，在大戰中踐行初心使
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就一定能夠戰
勝這場疫情，也一定能夠保持我國經濟社會
良好發展勢頭，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圓滿
收官。

人民日報評論員：

統籌推進防控和經社發展工作

■孫春蘭（中）說，當前湖北省疫情防控出現了一些積
極變化。圖為她昨日在視頻會議上講話。 新華社

■■會議強調會議強調，，要繼續集中力量和資源要繼續集中力量和資源，，全面加全面加
強湖北省和武漢市疫情防控強湖北省和武漢市疫情防控。。圖為江西南昌一圖為江西南昌一
間餐飲店向防疫人員派發午餐間餐飲店向防疫人員派發午餐。。 新華社新華社

高風險地區景點暫緩開放

隨着近日部分景區開放，民眾扎堆出遊對疫
情防控帶來一定的挑戰。對此，文化和旅遊部
市場管理司司長劉克智表示，疫情高風險地區
旅遊景區暫緩開放，疫情中風險和低風險地區
景區開放由當地黨委政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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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諸島

一線熱點

三省五監獄確診555例

司法部副部長熊選國昨日在出席國務院聯防
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時稱，截至前日，湖北、
浙江、山東三個省的5個監獄共確診病例555
例，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生在押罪犯感染死亡的
病例。
他指出，監獄發生疫情涉及管理不到位的問

題，由於個別幹警瞞報導致輸入性病例。目
前，有1名重症人員經過救治已經解除了重
症，有11名患者已經治癒。

公安部要求民警規範執法

近來內地個別地區出現的一些粗暴執法現象
引發爭議，比如有民眾因為不戴口罩被綑綁，
還有民眾因為聚集打麻將遭遊街示眾。
公安部副部長杜航偉在回應時坦言，確實出

現了過度執法、簡單執法、粗暴執法。他表
示，公安部就此及時下發文件要求整改，引導
廣大民警規範執法行為、執法言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