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刊号：

ＣＮ４４－００１４

邮发代号：

45-43

封面责编：阮栩 封面美编：林燕芳 校对：段丁订报及投诉电话：

020-34030418

，

020-81911089

本版责编：周乐乐 美编：林燕芳 校对：段丁

要闻

2020.2.15��星期六

INFORMATION TIMES

A02

新华社北京

2

月

14

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2月14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 既要

立足当前， 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

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

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

落实的落实，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

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

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这次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 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一次大考。 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

控工作， 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

疫情防控举措，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 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的能力水平。

习近平强调， 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

保障， 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

关法律法规建设， 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

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

完善。 要从保护人民健康、 保障国家安

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

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系统规划国家生

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 全面

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要尽快推

动出台生物安全法， 加快构建国家生物

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习近平指出， 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 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

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

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要健全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 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

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

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要加强公共卫

生队伍建设，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

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

要持续加强全科医生培养、 分级诊疗等

制度建设， 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

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健全防治结合、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机制。要强化风

险意识，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

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

习近平强调， 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体系， 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

机制， 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

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

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要

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有

效协同机制，及时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形

成制度化成果， 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

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 要平战结

合、补齐短板，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

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

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 支持一线临床技

术创新，及时推广有效救治方案。要鼓励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

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

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习近平指出， 要健全重大疾病医疗

保险和救助制度， 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

制，在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确保医疗

机构先救治、后收费，并完善医保异地即

时结算制度。要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

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 有针对性免除医

保支付目录、支付限额、用药量等限制性

条款，减轻困难群众就医就诊后顾之忧。

要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公共卫生服

务资金使用， 提高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

付比例， 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

有效衔接。

习近平强调， 要健全统一的应急物

资保障体系， 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按照集

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

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原则，尽快健全相

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 要优化重要应

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 做到关键

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对短期可能出现的

物资供应短缺，建立集中生产调度机制，

统一组织原材料供应、安排定点生产、规

范质量标准， 确保应急物资保障有序有

力。要健全国家储备体系，科学调整储备

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要建

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

对应急救援物资实行集中管理、 统一调

拨、统一配送，推动应急物资供应保障网

更加高效安全可控。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2019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0年工作要点》。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

方案》、《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

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关于深

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

作的意见》、《关于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

开放发展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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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

议暨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

（指挥部）

第十五次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研究

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精神， 以及省委常委会暨省新冠肺炎

防控领导小组

（指挥部）

会议精神，听取

我市疫情防控工作进展情况和疫情对经

济运行影响情况， 审议我市对口支援湖

北省荆州市新冠肺炎防治工作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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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防控工作进入最

吃劲的关键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主

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作重要

讲话，科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

加强防控工作， 为我们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

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

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在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践行初心

使命、 交出合格答卷。 一要坚持学思践

悟，不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引向深入。 深刻领会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质，突出

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坚

决打好人员返穗高峰防御战、复工复产复

学攻坚战、支援荆州歼灭战“三个战役”，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 二要坚持精准防控，切实把省委

“九个全力”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按照科

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严格落实各项措

施和工作机制， 织密织牢联防联控和群

防群控两张网， 毫不松懈做好重点人员

排查管控、交通检疫、社区管控、科研攻

关、 医疗救治和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坚

决防止疫情蔓延扩散。 三要坚持统筹兼

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到“五个下足功

夫”。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组织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做好员

工思想工作、加强安全生产、为企业纾困

解困，强化宣传引导和舆情管控，尽可能

将疫情影响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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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第十五次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张硕辅主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

昨日， 广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

会议暨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 ）

第十五次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传达学

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听取我市农村

疫情防控工作以及春耕生产和农产品保

障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下一步工

作。 市委书记、 领导小组组长张硕辅主

持。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疫情防控重要指示

精神，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及省委工作

要求， 依法科学有序抓好农村地区疫情

防控工作，坚决阻止疫情向农村蔓延，维

护农村生产生活秩序。 一要加强检查指

导。 坚持城乡防控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强化依法防控、依法治理，坚决防止把农

村实行封闭式管理简单化为封锁式、关

闭式管理，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尽可能减

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二

要加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严格落实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有效管控人员、车辆出

入，对居家隔离、集中隔离等重点人员严

格落实“八个一”措施，加强防控物资保

障，筑牢农村“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最

有效防线。三要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

农村广播、电子屏、宣传画、微信群等形

式，督促农村居民做到“四要”

（戴口罩、

勤洗手、常清洁、多运动）

和“四不”

（不外

出、不串门、不扎堆 、不聚餐）

，引导村民

积极参与村集体各项防控工作。 四要加

强防控责任落实。 持续强化五级疫情防

控责任体系，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头雁”

作用，压实村集体、企业和出租屋业主等

主体责任。五要切实抓好春耕生产。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有序组织推动农

村复工复产，做好春耕备耕组织，全力抓

好农资、农产品供应保障，做好“菜篮子”

“米袋子”“肉盘子”保供稳价，严厉打击

哄抬价格、 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犯

罪行为。六要抓紧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加

强产销对接，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生产、运

输、储存、加工、消费的全链条匹配度，提

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利用率， 推动农业稳

产保供和农民持续增收， 确保完成全年

农业生产目标任务。

广州市部署农村疫情防控春耕生产和农产品保障工作

依法有序抓好农村疫情防控 切实维护农村生产生活秩序

张硕辅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