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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出

版的今年第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工作时的讲话》。

文章强调，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

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

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

外开放。 我们要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切实做

好工作，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

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文章指出，总的看，党中央对疫情

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

及时的，采取的举措也是有效的。 现在，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工作抓实、 抓细、

抓落地。 当前，疫情防控方面要重点抓

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对疫情防控工

作的统一领导。 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

盘棋。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

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

到令行禁止。 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

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是总体战，各

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

供支持。 第二，加强重点地区疫情防控。

只有集中力量把重点地区的疫情控制

住了，才能从根本上尽快扭转全国疫情

蔓延局面。 要重点抓好防治力量的区域

统筹，坚决把救治资源和防护资源集中

到抗击疫情第一线，优先满足一线医护

人员和救治病人需要。 要压实地方党委

和政府责任， 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

理，实施地毯式排查，采取更加严格、更

有针对性、更加管用有效的措施，防止

疫情蔓延。 第三，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 这是当前防控工

作的突出任务。 第四，加大科研攻关力

度。 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 要科学

论证病毒来源，尽快查明传染源和传播

途径，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况，及时研

究防控策略和措施。

文章指出，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是有效应对重大疫情的重要保障。 当前，

尤其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全力维护正

常经济社会秩序。 第二，维护医疗救治秩

序。 第三， 扎实做好社会面安全稳定工

作。 第四，切实维护正常交通秩序。

文章指出，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

引导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

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

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第一，强化显

政，坚定战胜疫情信心。 第二，把握主

导，壮大网上正能量。 第三，占据主动，

有效影响国际舆论。

文章强调，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我

们仍然要坚持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工作都要抓好， 党中央确定的各项任

务目标都要完成。 疫情特别严重的地区

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其他地

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

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抓好涉

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的重点任务，不能有缓一缓、等一等

的思想。 要围绕做好“六稳”工作，做好

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 第一，

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第二，推动重大

项目开工建设。 第三， 着力稳定居民消

费。 第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 这

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

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

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

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

省委常委会暨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召开会议

审议《广东省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

李希主持会议

信息时报讯

2 月 13 日， 省委常委

会暨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

（指挥

部 ）

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广东省

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

施》，研究部署我省稳就业各项工作。 省

委书记李希主持会议，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赴广东指导组组长李路平及指导

组成员到会指导。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就业工作，强调越是发生疫情，越要注

意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特别是要

高度关注就业问题，要以更大力度实施

好就业优先政策， 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高度关注疫

情对就业带来的影响，在疫情防控中抓

好就业优先政策落实， 多措并举稳就

业。 一要深刻认识当前形势下做好就业

工作的重要性，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

任担当，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确保就

业形势总体稳定。 二要加大援企稳岗力

度，通过扩内需、稳外需、培育新动能、

支持创业带动就业等途径拓展就业空

间渠道，支持企业通过开展线上招聘等

方式做好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深入实

施“广东技工”“粤菜师傅”“南粤家政”

工程，努力把疫情对就业的影响降到最

低。 三要推动稳定和促进就业若干政策

措施尽快落地见效。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

要切实履行稳就业主体责任，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要做好政策措施的落实

落地、跟踪督促。 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优化就业创业服务，指导帮助企业准确

理解把握政策、用足用好政策，切实稳

定企业和市场信心。

徐林 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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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硕辅到海珠区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落实情况。

海珠区江南西商圈外来商户多，是

该区落实疫情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的重

点区域。 张硕辅走进沿街已开业商铺，详

细了解疫情防控和经营服务等情况，要

求区和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和主

管责任，推动企业、商铺、业主等落实主

体责任，全面做好佩戴口罩、体温监测、

清洁消毒等防控措施， 分类制定详细经

营防控指引，督促落实租金减免等政策。

凤阳街康乐村是典型的城中村， 人口密

集，外来人员特别是重点疫区人员多，疫

情防控任务重。 张硕辅再次来到该村，肯

定疫情防控存在问题整改工作， 要求进

一步细分网格， 提前系统研究部署人员

全部返穗后的管理服务， 把电子门禁管

理、体温监测、快递无接触集中存放等有

效措施常态化。 在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的保利天悦花园， 张硕辅详细了解小

区疫情防控、重点人员管控、基层组织发

挥作用等情况， 看望慰问值班值守的街

道、社区干部，强调要落实责任，坚持以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自治， 依法加快建立

小区业委会，完善包括基层党组织、居委

会、业主委员会、开发商、物业公司等共

同参与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机制，进一

步健全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使

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张硕辅强调，当前疫情防控任务依

然十分艰巨，是防控工作最吃劲的关键

时期，必须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

手抓两不误。 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进

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决策

部署，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

导、分区施策，针对疫情暴露出的短板

和问题，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不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成果，科学有序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奋力夺取疫情防控

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要

切实把省委“九个全力”部署精准落实

到位，加强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优化调

整“4个三”工作机制，加强重点人员排

查管理和交通检疫，严格落实“四早”措

施，做到既加强严格管控，又坚决防止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忌“盲目封村”

“一封了之”“一堵了之”，全力保障正常

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要科学有序抓好企

业复工复产，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统筹

做好“六稳”工作，优先保障事关国计民

生、城市运行保障必需的单位，国家、省

和市重点项目，经济贡献度高的企业等

复工复产，对暂不能开工的企业做好宣

传引导，积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力求

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要着力加强党的

领导和建设，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五级责

任体系，压实各区主要负责人一线总指

挥责任和各级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

责任。 做好疫情防控中的纪检组织宣传

等工作，及时发现使用冲到一线、英勇

奋战、表现突出的干部，对作风飘浮、敷

衍塞责、推诿扯皮的要严肃问责，充分

运用电子屏幕和宣传栏等载体加强宣

传引导，做到“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凝

聚起共克时艰， 推进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的强大正能量。

市领导潘建国、卢一先参加。

张硕辅到海珠区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

毫不放松巩固防控防线 科学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上午，广州市市长温国辉到

南沙区，就精准防控疫情和有序推动复

工复产工作，进行调研督导。

温国辉来到东升农场，了解农产品

种植加工、销售供应以及受疫情影响的

情况， 随后到明珠湾大桥项目施工现

场，了解项目复工、员工返岗、设备材料

供应等情况。 在南沙街蕉门河社区，温

国辉详细询问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人员

排查情况， 督促社区继续抓好联防联

控。 在东方电气

（广州）

重型机器有限公

司，检查企业疫情防控措施，听取企业

复工复产情况介绍。

温国辉指出， 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深入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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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 有序推动复

工复产，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疫情

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

温国辉强调，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

的第一线，要全面排查近期去过和仍在

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人员，做实做细人

员台账， 如有重点地区返回的人员，社

区应第一时间发现并安排隔离观察，坚

决防止疫情输入和扩散。 已经复工复产

的企业，要严格落实员工排查、出入管

理、体温监测、健康防护等各项防控措

施，在此前提下全力抓好生产，积极拓

展业务，为“六稳”贡献力量。 市、区有关

部门要完善企业防疫指引，指导企业分

类做好员工健康管理服务。 要大力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遇

到的设备、材料、员工等问题，力争早日

建成产生效益。 农业企业要积极抓好生

产、流通、供应，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

要。

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蔡朝林参

加活动。

温国辉到南沙区调研督导

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