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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12日召开会议，

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分析当前新冠

肺炎疫情形势， 研究加强疫情防控工

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我们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按照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

要求，全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在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及时研究部署工作，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加大政策协调和物资调配

力度，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履职尽责，广

大医务人员冲锋在前、无私奉献，全国

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团结奋战。 经过艰

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这是来之不易的，

各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

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要毫不放松做好

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加强疫情特别严重

或风险较大的地区防控。 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突出重点、统

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切实把各

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

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围绕提高收治率和治

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抓好疫情

防控的重点环节。 要全面增强收治能

力，发热病人多的城市要抓紧增加定点

医院、治疗床位和隔离点，加快疑似病

例检测速度，坚决做到应收尽收、应治

尽治，提高收治率。 要严格落实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措施，加强社区

防控，切断疾病传播途径，降低感染率。

要提高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救治水平，

集中优势医疗资源和技术力量救治患

者， 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诊疗方

案，加大药物和疫苗科研攻关力度。 湖

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依然是疫情防控的

重中之重，要着力解决床位和医务人员

等医疗资源不足问题，加快改造扩容定

点医院，增加重症床位供给，畅通收治

转诊通道，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 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武汉以外地市

要责任包干、落细落实。 人口流入大省

大市要按照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的要

求，加强对返程人员的健康监测，做好

交通工具场站消毒通风等工作，切实做

好防控工作。

会议强调，要强化医疗物资等的供

应保障，充分调动口罩、医用防护服生

产企业的积极性，加快推动企业复工达

产，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扩大产能或转

产，帮助解决缺员工、缺设备、缺原材料

和资金紧张等问题。 紧缺物资要进行统

一调拨，优先保障重点地区需要。 同时，

要做好生活必需品生产供应工作，严格

落实“米袋子”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 切实抓好主副食品生产、

流通、供应组织。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

键时节，各地要抓紧组织好种子、化肥、

饲料等农资供应， 落实好春管春种措

施，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会议指出，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

以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为抓手，统筹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 要按照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以县域为单

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区分级

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对偏颇和极

端做法要及时纠正，不搞简单化一关了

之、一停了之，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

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会议强调，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努

力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

度，针对疫情带来的影响，研究制定相

应政策措施。 要更好发挥积极的财政政

策作用，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好各地疫

情防控资金需要。 要继续研究出台阶段

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企

业经营困难。 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

活适度，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加大优惠

利率信贷支持力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完善差异化优惠金

融服务。 要以更大力度实施好就业优先

政策， 完善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财税、金

融、社保等政策。 要在确保做好防疫工

作的前提下，分类指导，有序推动央企、

国企等各类企业复工复产。 要多措并举

做好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工作，确保

就业大局稳定。

会议指出，要积极扩大内需、稳定

外需。 要聚焦重点领域，优化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投向，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

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加快推动建设一

批重大项目。 要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

容，扩大实物商品消费，加快释放新兴

消费潜力。 要支持外贸企业抓紧复工生

产，加大贸易融资支持，充分发挥出口

信用保险作用。 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合

作， 为对外贸易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

境。 要推动外资大项目落地，实施好外

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优化外商投资环

境，保护外资合法权益。

会议强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

大考。 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

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

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

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切实抓好

工作落实， 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

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确保打赢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

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伟宗）

昨日， 广州市先后召开市委常

委会会议暨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

（指挥部）

第十三次会议、领导

小组

（指挥部）

第十四次

（视频）

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

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中

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指挥部 ）

视频

会议精神， 听取我市相关工作情况，部

署下一步工作。 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

长张硕辅主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

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

要讲话，为我们抓好当前各项工作进一

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增强了必胜信心、

提供了根本遵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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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第十三次

会议和领导小组（指挥部）第十四次（视频）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坚定信心英勇斗争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张硕辅主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书记、市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张硕辅到天河区检查疫情防控和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

在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西塔）

、花城

汇、广州周大福国际金融中心，张硕辅详

细了解区域内疫情防控工作和进驻企业

复工复产等情况， 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

议，要求企业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强化主体责任，不断完善疫情防控方案、

人流管控方案、消毒保洁方案、物资保供

方案，对返岗员工进行分类管理，做好大

楼出入口人员筛查、体温监测，加密公共

区域消杀频次，暂时关闭健身房、会所等

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国有企业

要勇于担当，引领示范。

张硕辅强调，当前，疫情防控正处

于关键时期，面临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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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硕辅到天河区检查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有序有效做好复工复产情况下疫情防控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2 月 11

日，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广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市政府领导工作分工的通

知》，经市政府党组会议研究决定，现将

市政府领导的工作分工通知如下：

温国辉：市长，主持市政府全面工

作，负责审计工作。

分管市审计局。

陈志英：常务副市长，负责发展和

改革、财政、税务、应急管理、消防、金融

监管、统计、政策研究、政务数据管理、

政务公开、公共资源交易、军民融合方

面工作。

分管市发展改革委

（市粮食和储备

局 ）

、市财政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

支队、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市金融局 ）

、

市统计局、市政府研究室、市政务服务

数据管理局、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市委编办、 广州市税务局、市

民防办。 (

下转

A09)

广州市政府领导工作分工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