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353期（总13926期） 今日12版

农历庚子年正月十四

经济日报社出版 中国经济网网址：http://www.ce.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4 代号1-68

主 流 权 威 公 信 力

ECONOMIC DAILY

星期五
2020年2月

日7

“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
抓”“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同
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力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力以赴，以扎实工作牢牢
掌握疫情防控主动权

时间就是生命，防疫就是责任。

这段时间以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南四病区成
了护士长吴静的“家”。她每天穿梭在不同的病人之
间，最多时候要同时负责管理48个病人，疫情的严
峻让她没有时间去顾及家里的老人和生病的弟弟。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我倍受鼓舞、信心更
足。”吴静说，将继续坚守奋战，同时间赛跑，全力以
赴救治患者，拼尽全力赢下这场与病魔的较量。

疫情防控处在关键时期，需要各地压实责任，
采取更加周密精准、更加管用有效的措施。

广东是外出务工人员流入大省，正值春运返程
期，防控疫情形势严峻。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公
安、卫生部门在全省省界高速公路、国省道等设立
联合检疫站，加强疫情入口防控。

这两天，处于湘入粤枢纽点的粤北省界联合检
疫站阴雨连绵，前来增援防疫工作的开阳高速路政
大队副大队长许佳生，已在此值守了11天。作为

“疫情防控党团支援队”的一员，许佳生说：“最关键
的问题就是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我们一定听从指
挥，恪尽职守，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让基层干部把更
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这让浙江宁波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志坚印象深刻。他表示，在疫情
面前，市县两级50％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下沉到乡镇街道、农村社区、交通卡口等处，确保一
线防疫“火力”不减。“目前宁波已有11.6万人次的
机关干部参与到人员排查、值班巡查、志愿服务等
工作中。” （下转第二版）

认清病毒，才能战胜病毒；科学防控，才
能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势头。2月3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指出“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
撑”，强调“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对进一
步激发科技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战斗
力”作出全面动员和部署。面对当前疫情的
严峻复杂形势，科研战线全力出击，争分夺
秒推动科研攻关，力争尽快查明病毒源头
和传播致病机理，加强有效药品和疫苗
研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
一场科研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战斗随
即打响。科技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
余个部门和单位成立科研攻关组，组织协调
全国的优势科研力量全力攻关；甘肃、福建、
天津、宁夏、黑龙江等地的科技部门相继启
动绿色通道快速立项机制，推动研制快速简
易确诊试剂、疫苗和有效药物；大批科研工
作者以“战时状态”奋战在临床一线和科研
院所，病毒溯源、传播途径、动物模型建立、
感染与致病机理、快速免疫学检测方法、应
急保护抗体研发、快速疫苗研发等多个方面
的科研攻关同时推进，已经取得的成果对有
效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
前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项突出任务，就是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
死率。为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对疫情防控的

科技支撑，发挥科研工作者的巨大作用，为
战胜疫病提供专业和科技保障。

当前，尤为紧要的是加快推动有针对
性的药物研发，及时总结成功救治经验，加
快推进预防和治疗药物、手段的研究。治
本之策是抓紧科学论证病毒来源，尽快查
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在密切跟踪病毒变
异情况的同时，深入研究和判断当前疫情
形势和后续走势，为更有针对性地控制疫
情传播提供专业支撑，提高防控的前瞻性
和科学性。

加快研发攻关，要进一步完善科研攻关
的合力机制，充分发挥广大科研工作者的聪
明才智。要调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
方面的优势力量开展联合攻关，加快病毒溯
源、传播力、传播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及时完
善防控策略和措施。尤其是要推动相关数
据和病例资料的开放共享，探索建立各领域
科研力量密切合作的科研攻关机制。

疫情防控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某一
条战线、某一个领域的事情，必须坚持全国
一盘棋，将各方面的积极力量调动起来，打
一场人民抗“疫”战争。对此，各级党委政府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上来，密
切关注当前科研攻关中面临的突出难题、急
需的相关支持，采取更加果断、有力有序、科
学周密的举措，汇众智、聚众力，坚定全社会
抗疫信心，赢得这场严峻斗争的胜利！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提振干劲

加快研发攻关 强化科技支撑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2月6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
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坚持依法科学有力有序，有针对
性加强全国防控工作。当前，要继续集中力量抓好湖
北省尤其是武汉市这一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未来
几天围绕提高收治能力，对武汉市，继续采取多种措
施增加床位供给，通过调派外部支援力量、挖掘当地
潜力再增加医护人员；对湖北省其他地区，通过挖掘
现有定点医院潜能、新建专科医院、设置集中隔离点
等增加床位供给，通过本地挖潜和组织16个省（区、

市）对口支援，增加相关市县医护力量。同时要按照
已定部署，继续抓好重点医疗防控物资保障。

会议指出，当前除湖北省外，全国其他地区新增
确诊病例总体稳定、病死率低，要合理配置资源，避
免不必要恐慌，在继续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有序推
动恢复正常生产，既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好保障，又切
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鼓励企业创新方式，降低
工作场所人流密度，采取倒班制保障满负荷生产。建
立重点企业派驻联络员制度，督促企业开足马力生
产，及时协调解决机器、用工、资金不足等问题，抓好
原辅料、重要零部件等稳供保障，保障全产业链正常
运行。制定煤电油气供应保障预案，防止集中复产可
能带来的区域性、时段性短缺或价格大幅上涨。各类
学校可根据防控需要适当推迟开学、错峰开学。

会议指出，要强化属地政府和企业责任，切实
做好恢复正常生产后疫情防控。按照合理、适度、

管用原则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健全和落实工作场
所人员防护制度。制定人员流动信息确认卡，分类
明确疫情严重地区人员返岗条件。加强人员输入
输出地衔接，有序依规协助做好人员返岗。铁路、
民航等部门要统筹运力，尽量采取隔座乘车、乘机
等措施，实现人员错峰返程，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有关地区可暂时停止实行私家车尾号限行政策或
作出特殊安排。

会议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及时协调
解决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组织力量加强
对疫情变化的研判，有针对性研究后续工作。要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奇、王毅、肖
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部署进一步有针对性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有序做好恢复生产保障供应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6日晚，国家主席
习近平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国王陛下和沙方多次表示予以
中方坚定支持，充分体现了中沙两国的真挚友谊和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我对此深表赞赏。中
方愿同沙方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
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疫情发生以来，中方举国行
动，全国上下一心，全力应对，采取了最彻底、
最严格的防控举措，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目前，我们的防控工作正在取得积极成
效。中国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有应对公共卫生事
件的丰富经验，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方采取的强有力措施，不仅在对中
国人民健康负责，同时也是对世界公共安全的巨
大贡献。希望各国及时了解和遵从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旅行和卫生的指导意见。中方高度重视在华
沙特人等所有外国公民的健康与安全，会继续采
取有效措施，保障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
方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同包括沙特在
内的各国一道，共同有效应对疫情，维护世界和

地区公共卫生安全。
萨勒曼代表沙特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正在进行

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斗争表示坚定
支持，对疫情造成的损失向友好的中国人民表示慰
问。萨勒曼表示，沙方高度赞赏中国政府为应对疫
情采取的有力措施，相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抗击疫情
的胜利。沙方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同中方坚定地站在一起。在
当前中国面临困难之际，沙方愿全力以赴，向中方
抗击疫情提供支持和帮助。沙方期待同中方加强
友好合作。

习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
“来了来了，大家准备接收患者。”
2月5日晚6点，武汉洪山体育馆内，身着白色防护服的

医护人员，站在标着“中国卫生”字样的白色医疗帐篷里待
命。北门驶来一辆白色救护车——刚被改建为“方舱医院”的
体育场馆迎来了首批医院分流患者。

护士章莹告诉记者，她是江西医疗队的，来自江西省
鄱阳县湖城医院普外科。1月28日，她获知增援武汉的消
息，立刻写下“请战书”，随队友一起赶赴武汉。在新建
的“方舱医院”里，还有上海、河北、江西、广西等地的
紧急援助医疗队。除了医疗队，在武汉洪山体育馆，已经
有40多名洪山体育中心职工通宵奋战，还有武汉市各区的
39名志愿者、协调物资的社区工作人员，以及保障餐饮的
商户。

13座“方舱医院”，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建完成，没
人能够旁观。劲往一处使，众志方成城。它汇聚的是万众一
心的力量，凝聚的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必胜信念。

尽锐出战的“白衣战士”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从四面八方奔赴一线的，是人们熟
悉的“白衣战士”。

1月30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门
诊大厅里，院区一线临时党支部几十名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
誓，之后火速奔赴发热门诊。2月5日，这批连续奋战数
日、刚从一线替换下来休整的医护人员顾不得多休息，又立
刻投入到扩充建设现场。满头大汗的同济医院院长王伟在现
场反复说：“我们收治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重症
患者，多一张床位就能多救一个患者！要力保扩建的550张
新床铺到位！”

武汉协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朱彬在疫情暴发
后，历经曲折“逆行”1000多公里回到武汉。从1月31日开始
在发热门诊坐诊，6小时一个班次。朱彬说，他们休息的地方
统一安排在医院宾馆，一旦穿上防护服，必须6小时不吃不喝
不上厕所。否则一脱一穿就是半小时，会耽误诊疗。

7年未休假的武汉市肺科医院呼吸科主任杜荣辉原本
答应女儿去外地度假。疫情暴发后，负责全院疑似和确诊
患者诊断治疗的杜荣辉，每天穿梭在3个隔离病区查房，观
察100多名患者状况。早上8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连
轴转。“我失约了，但没办法，这是为了救治患者。”杜荣
辉说。

53岁的武汉市汉口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蔡志芳，在呼吸内
科工作30多年。除了负责一个隔离病区的查房任务，经验丰
富的蔡志芳还要为全院职工看诊。随着汉口医院收治的患者
越来越多，蔡志芳的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有时为了
抢治重症患者，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走出病房。

对比22天前的照片，现在的蔡志芳难掩面容憔悴，散在
帽檐外的头发还来不及整理，黑眼圈非常明显。但从仅露在外面的眉眼间，仍能感受她的
坚韧。

“武汉本地的医护人员都在那拼命，我们援助队没有理由退缩，只有用行动给他们点赞。”
2月4日，是张元智在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上临床的第一天。这位青海省首批赴湖北医疗队
队员，到达武汉后就加入到重症监护工作中，两天来几乎很少休息。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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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生产战疫病
图① 2月6日，位于浙江湖州长兴县的浙江惠龙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赶制医用护理品。连日来，

该公司开足马力赶制隔离面罩等医用品，全力满足疫情重点地区需求。 谭云俸摄（中经视觉）
图② 2月6日，四川遂宁经开区英创力电子车间内，工人在加紧生产医用电路板，主要供武汉市火神山医

院、雷神山医院的呼吸机、手持测温仪等医疗设备使用。 刘昌松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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