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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昨日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的審議習近平昨日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的審議。。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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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主席習近平22日下午在參加他所

在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

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中國共產黨

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黨團結

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

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

子，無論面臨多大挑戰和壓力，無

論付出多大犧牲和代價，這一點都

始終不渝、毫不動搖。堅持以人民

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了黨的理

想信念、性質宗旨、初心使命，也

是對黨的奮鬥歷程和實踐經驗的深

刻總結。必須堅持人民至上、緊緊

依靠人民、不斷造福人民、牢牢植

根人民，並落實到各項決策部署和

實際工作之中，落實到做好統籌疫

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去。

疫苗臨床試驗 志願者產生免疫反應

堅持人民至上 不斷造福人民
習近平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

■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 新華社

在2014年初，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內
蒙古自治區時講到：「馬年春節就要
到了，我想到了蒙古馬，蒙古馬雖然
沒有國外名馬那樣的高大個頭兒，但
耐力強、體魄健壯，希望大家要有蒙
古馬那樣吃苦耐勞、勇往直前的精
神。」這深刻概括了蒙古馬的精神內

涵。
內蒙古有句諺語：「千里疾風萬里

霞，追不上百岔的鐵蹄馬」。蒙古馬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馬品種之一。蒙古
馬的體格不算高大，平均肩高120厘米
至 135 厘米，體重 267 公斤至 370 公
斤。但牠們身軀粗壯，四肢堅實有

力，體質粗糙結實，頭大額寬，胸廓
深長，腿短，關節、肌腱發達，被毛
濃密，毛色複雜。牠不畏寒冷，生命
力極強，能夠在艱苦惡劣的條件下生
存。

據專家描述，蒙古馬在長途奔襲
中，會採用一種特殊的「走馬」步

伐，可以日夜前行並保持同樣的速
度。由於耐力超強，蒙古馬常常承擔
諸如驛站傳輸等特殊任務。一旦號令
下達，蒙古馬就身載使者快速奔赴下
一個驛站，任何惡劣氣候和環境都阻
擋不住蒙古馬的步伐。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內蒙古代表團氣氛熱烈，討論活
躍。費東斌、霍照良、薛志國、

呼和巴特爾、梅花等5位代表分別就打
贏脫貧攻堅戰、加大草原生態保護建
設力度、發揮流動黨支部作用、提升
動物疫病防控能力、做好民族團結進
步教育等問題發言。習近平不時同代
表交流。

大力弘揚「蒙古馬」精神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作
了發言。他首先表示完全贊成政府工
作報告，充分肯定內蒙古一年來的工
作，希望內蒙古的同志大力弘揚「蒙
古馬精神」，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
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
展理念，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扎實
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
保」任務，堅決克服疫情帶來的不利
影響，確保完成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決戰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在新時
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征程
上書寫內蒙古發展新篇章。

人民生命安全置於首位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沒有自己特殊

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
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
主義政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

誌。在重大疫情面前，我們一開始就
鮮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放在第一位。在全國範圍調集最優秀
的醫生、最先進的設備、最急需的資
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費
用全部由國家承擔。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可以不惜一切代價。要繼續堅持外防
輸入、內防反彈的要求，繃緊疫情防
控這根弦，完善常態化防控機制，確
保疫情不出現反彈。

經濟基本面續穩中向好
習近平強調，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

最大底氣。在這次疫情防控鬥爭中，

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全國動員、全
民參與，聯防聯控、群防群治，構築
起最嚴密的防控體系，凝聚起堅不可
摧的強大力量。廣大人民群眾識大
體、顧大局，自覺配合疫情防控鬥爭
大局，形成了疫情防控的基礎性力
量。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是維護人民根
本利益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
主。我們要堅持人民民主，更好把人
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黨和人民事業
中來。內蒙古自治區是我國最早成立
的民族自治區，要堅持和完善民族區
域自治制度，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步
伐，繼續在促進各民族團結進步上走

在前列。
習近平指出，做好統籌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工作，要緊緊依靠人
民。這次疫情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
成了較大衝擊和影響，但某種程度上
也孕育了新的契機。我國經濟穩中向
好、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要
積極主動作為，既立足當前，又放眼
長遠，在推進重大項目建設、支持市
場主體發展、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
升基層治理能力等方面推出一些管用
舉措，特別是要研究謀劃中長期戰略
任務和戰略佈局，有針對性地部署對
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牽引性
的重大規劃、重大改革、重大政策，
在應對危機中掌握工作主動權、打好
發展主動仗。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要做到長期執

政，就必須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
肉聯繫，始終同人民群眾想在一起、
幹在一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黨
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一以貫之全面從
嚴治黨，堅定不移反對和懲治腐敗，
堅持不懈整治「四風」，進行黨的群
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就是要教育引
導廣大黨員、幹部始終同人民群眾同
呼吸、共命運、心連心。要堅定不移
反對腐敗，堅持不懈反對和克服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
參加他所在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必
須把為民造福作為最重要的政績。
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到底
是為了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
活的需要。要始終把人民安居樂
業、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
用力解決群眾關心的就業、教育、
社保、醫療、住房、養老、食品安
全、社會治安等實際問題，一件一
件抓落實，一年接着一年幹，努力
讓群眾看到變化、得到實惠。

要做好重點群體就業工作
他強調，要鞏固和拓展產業就業

扶貧成果，做好易地扶貧搬遷後續
扶持，推動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有
機銜接。要做好高校畢業生、農民
工、退役軍人等重點群體就業工
作。要抓緊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
體系和公共衛生體系，加強城鄉社
區等基層防控能力建設，廣泛開展
愛國衛生運動，更好保障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體健康。要保持加強生態
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牢固樹立生
態優先、綠色發展的導向，持續打
好藍天、碧水、淨土保衛戰，把祖
國北疆這道萬里綠色長城構築得更
加牢固。
習近平強調，黨員、幹部特別是
領導幹部要清醒認識到，自己手中
的權力、所處的崗位，是黨和人民
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
只能用來為民謀利。各級領導幹部
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事
業觀，不慕虛榮，不務虛功，不圖
虛名，切實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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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談全面從嚴治黨

以比喻談反腐敗

要深入推進反腐敗鬥爭，下大氣力拔

「爛樹」、治「病樹」、正「歪樹」，使領

導幹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

—2015年3月 參加江西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

資料來源：人民網

提醒檢點私生活

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娛樂

圈，在私底下、無人時、細微處更要

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始終不放縱、

不越軌、不逾矩，增強拒腐防變的免

疫力。

—2018年3月 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2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
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堅
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預防控制體制，完善傳染病直報和預警
系統，堅持及時公開透明發佈疫情信息。

以抗疫國債投資疫苗研發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堅持生命至

上，改革疾病預防控制體制，完善傳染病直報和預警系統，堅
持及時公開透明發佈疫情信息。用好抗疫特別國債，加大疫
苗、藥物和快速檢測技術研發投入，增加防疫救治醫療設施，
增加移動實驗室，強化應急物資保障，強化基層衛生防疫。深
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要大幅提升防控能力，堅決防止疫情反
彈，堅決守護人民健康。

增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
提高基本醫療服務水平。居民醫保人均財政補助標準增加30

元人民幣，開展門診費用跨省直接結算試點。對受疫情影響的
醫療機構給予扶持。促進中醫藥振興發展。嚴格食品藥品監
管，確保安全。

加強公衛體系建設
完善傳染病直報預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凱
雷 兩會報道）5月22日，國際學術
期刊《刺針》（內地稱《柳葉
刀》）在線發表全球首個重組腺病
毒5型載體新冠疫苗I期臨床試驗結
果出爐，證明首個 1期臨床試驗
COVID-19疫苗是安全的且耐受性
良好，並能在人體內產生針對
SARS-CoV-2的免疫應答。該論文的
通訊作者陳薇，是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醫學研究院
研究員。

擬月底公開受試者組別
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陳薇
院士團隊研製的中國腺病毒載體新
冠疫苗已完成一期二期接種。一期
參與疫苗試驗的志願者108人，二
期增至508人，已於4月注射完畢，
現在正處於觀察期，如果一切順利

亦將在本月底前揭盲（即公開受試
者屬試驗藥組還是對照藥組）。作
為全國政協委員，陳薇今年的兩會
提案也着重圍繞生物安全領域展
開。
重組新型冠狀病毒（2019-COV）

疫苗（腺病毒載體）Ⅰ期臨床試驗
於3月中下旬展開，試驗目的是測試
和評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這種
疫苗採用基因工程方法構建，以複
製缺陷型人5型腺病毒為載體，可表
達新型冠狀病毒S抗原。Ⅰ期試驗需
要的志願者108人，僅限武漢地區常
住居民，武昌、洪山、東湖風景區
戶籍居民優先，年齡18歲至60歲。
志願者會被分為低劑量組、中劑量
組和高劑量組三組，每組36人。經
過篩選和體檢後，符合要求的志願
者可以接種疫苗。此後的14天，為
集中隔離觀察期。

《刺針》論文稱，研究顯示，前
述新冠疫苗，在給志願者接種後28
天時，顯示出免疫原性和人體耐受
性 。 在 健 康 成 年 人 中 ， 對
SARS-CoV-2的體液免疫反應，在接
種疫苗後第28天達到峰值；快速的
特異性T細胞反應，從接種疫苗後的
第14天開始有記錄。

最終結果料半年內出爐
根據這一新研究，已發現首個達

到1期臨床試驗的COVID-19疫苗是
安全、耐受性良好的，並且能夠在
人類中產生針對SARS-CoV-2的免
疫應答。這項針對108名健康成年人
的開放標籤試驗顯示，經過28天的
試驗，結果令人滿意；最終結果將
在6個月內評估。還需要進一步的試
驗來證明它引發的免疫反應是否能
有效抵抗SARS-CoV-2感染。

在《刺針》方面提供的資料中，
負責這項研究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陳
薇表示，這些試驗結果是一個重要
的里程碑。這些試驗結果表明，單
劑 量 的 新 型 5 型 腺 病 毒 載 體
COVID-19（Ad5-nCoV）疫苗可在
14天之內產生病毒特異性抗體和T
細胞，使該疫苗有潛力被進一步研
究。
但陳薇同時表示，應謹慎解釋這

些試驗結果。開發COVD-19疫苗所
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並且觸
發前述免疫反應的能力，並不一定
意味着該疫苗能夠保護人們免於感
染新冠病毒COVID-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