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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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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记者
彭青林）2月15日上午，省委书记、
省委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刘赐贵主持召开领导小
组第七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
重点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刘赐贵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五
级书记齐抓防控，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三
个大战”，全力应对疫情防控、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海南自贸
港建设“三个大考”，坚决夺取疫情

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
胜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上合
格答卷。

国务院第二十工作指导组组
长张旭东到会指导。省委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沈晓明、李
军，领导小组成员毛超峰、蓝佛安、
何忠友、童道驰、肖莺子、肖杰、刘
星泰、彭金辉、孙大海、胡光辉、王
路出席会议，省领导毛万春、许
俊，省军区领导杨征、何清凤参加
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
开到省直各部门、各市县（区）、乡
镇、街道、行政村和社区。会议听
取了全省疫情防控工作总体情况、

农业农村“一抗三保”工作情况、复
工复产用工短缺问题建议方案、爱
国卫生运动实施方案以及民生和
物资保障供应工作情况的汇报，研
究部署了下一步工作。

刘赐贵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发
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提出了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要求，为我
们抗击疫情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要深刻认识到，阻击
战就是要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总体战就是既要做好疫情防控，也
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平
稳有序发展；人民战争就是不仅依

靠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还要紧紧
依靠、发动、组织人民群众，人人都
要参与、人人都有责任，实现联防
联控、群防群治。全省上下要切实
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保持战时状
态，齐心协力、同向发力，落实好中
央决策和省委部署，切实把各项工
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在大战、大考
中交出合格答卷。

刘赐贵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海
南疫情防控工作所取得的积极成
效，并分析了目前存在的不足，要求
切实围绕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
低感染率和病亡率，毫不懈怠地做
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他指出，要
全力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措施，认真查漏洞、补短板，
确保实现“三个管住”，即管住确诊
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管住复
工复产特别是省外返回人员，城乡
居民要自己管住自己。要全力守
住村、社区防线，降低感染率。要
全力做好救治工作，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亡率。要全力保障医护人
员的健康安全。要全力落实联防
联控、群防群治的要求。

刘赐贵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在
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思想不松、力度
不减、标准不降的同时，推进复工
复产，有条不紊恢复正常经济社会
秩序，尽最大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
最低程度。 下转A03版▶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

全力打好“三个大战”应对“三个大考”
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记者傅人
意）2月14日，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印发《关于压实“菜篮子”市县长负
责制 做好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的十
五条措施》，旨在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决策部署，把新冠肺炎疫情对“三
农”的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现全年发
展目标任务。

调品种、扩面积、优结构。各市县
要制定3个月的种植计划，扩大适销对
路瓜果菜品种的种植规模，每个市县
发展1至2个优势主导产业；确保10

万亩常年蔬菜基地上图入库、稳定生
产；新培育10个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引导养殖业健康发展。各市县
要落实2020年400万头生猪出栏目
标，推动辖区内规模养殖场有序复
产，对规模养殖场和种猪场给予贷款
贴息补助。列入今年建设计划的24
家年出栏万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所
在地政府要在用地安排等方面给予
支持。加快文昌铺前、万宁乌场、乐
东莺歌海等渔港建设的前期工作。

抓好产销衔接。各市县要分别
与国内大中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

“点对点”供应机制，与省内外大中型
连锁超市开展农超对接。落实冬季
瓜果菜运销补贴及采购奖励政策，提
高采购运销积极性。落实“绿色通
道”政策，实行过海“三优先”。

加强农业生产技术服务。组织
中国热科院、省农科院、海南大学等组
建农业技术服务团深入一线开展种养
业技术指导和服务。

加强对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的
帮扶。各市县要对带动农户特别是
贫困户较多、效果较好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下转A06版▶

压实“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全力抓好农业生产

我省出台农产品稳产保供十五条措施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李磊

千里援湖北，勇士再逆行。
2月15日下午，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候

机大厅内战旗猎猎，100名白衣战士集结待
发。他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即将奔
赴湖北省武汉市，直抵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第一线。

这是继1月27日我省首批驰援湖北医
疗队出发以来，海南向湖北派出的第5批医
疗队员。至此，海南共派出525人驰援荆楚
大地。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国，湖北

“病情”最重，千里之外的海南人民为其揪
心、牵挂。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驰援湖北工作，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
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分批将
精锐医疗队伍、新鲜瓜果蔬菜送往荆州、武
汉等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

短短十几天里，我省共组织5支医疗队
伍、6批新鲜果蔬向湖北“逆行”。琼崖儿女
用实际行动，为湖北疫情防控工作送去力
量、增添了信心。

江海相隔，却心手相连，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面前，海南誓与湖北并肩作战！

全国一盘棋，海南湖北心连心

全国疫情防控看武汉、看湖北，武汉胜
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从这份海南援助湖北的时间表可以看
出，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的那一刻起，海
南对湖北的援助就接连不断——

1月27日，海南首批驰援湖北医疗队
启程；2月1日，海南首批驰援湖北的瓜菜
运输车队出发；2月3日，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队（海南）出征；2月4日，作为第3批海南
驰援湖北的医护力量，海南护理专业医疗
队从海口飞往武汉……

2月13日上午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会议明确要求，要从大局出
发，落实好中央“省市对口支援湖北”的部署，与湖北荆州方面建立
定期联系，竭尽所能帮其解决实际困难。

2月13日下午4时许，14辆重型大卡车整齐“列队”在海口新
海港码头，满载380吨海南瓜果蔬菜驶向湖北荆州——这是自2
月1日以来，我省捐赠给湖北的第6批冬季果蔬。

2月14日下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专程来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候机大厅，代表省委、省政府和海南人民，为第4批支援湖北抗疫
医疗队“逆行”的白衣勇士们送行。面对整齐的队伍，刘赐贵告诉
大家：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统一部署，海南和广东对口支援湖北荆
州，这对海南来讲是一次“大考”。省委决定成立海南省支援湖北
抗疫前方指挥部，大家要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发扬琼崖革命

“23年红旗不倒”精神、特区精神和椰树精神，充分发挥前方临时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当地党委的领
导下，与当地医务人员密切配合，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举措，共
同战胜疫情。 下转A06版▶

江
海
同
行

并
肩
战
斗

—
—

海
南
驰
援
湖
北
抗
疫
纪
实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记者
李磊）2月14日，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印
发通知，要求通过开展走访慰问、
做好安全防护、落实待遇保障等方
面入手，做好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
员及其家属的关心关爱工作。

通知指出，各市县、各有关单位
要每周不少于三次通过电话、走访
等方式慰问我省援鄂医疗队队员、
本省一线隔离病区医务人员及其
家属，积极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工
会、团委、妇联等部门要发挥自身
优势，发动社会力量，组织志愿者

对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给予慰
问和帮助。医务人员所在的单位
要联合乡镇（街道）、社区（村委会）
组织专门人员对有家庭困难的一线
医务人员进行帮扶。教育部门要关
注一线医务人员的义务教育阶段子
女，提供课业辅导和心理疏导。

通知提出，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要为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提
供安全的保护措施，优先保障他
们的医疗和防护用品供应。要统
筹调配人力资源，合理安排疫情
防控一线人员工作班次，形成轮
岗梯队。 下转A02版▶

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印发通知要求

做好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的关心关爱工作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记者
李磊）2月14日，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通知指出，为进一步关爱激励我
省援鄂医务人员，帮助其解除后顾
之忧，省政府决定为我省援鄂医务
人员办好八件实事。

这八件实事分别为：
强化关爱服务。全面了解我

省援鄂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的需求
和困难，建立台账，积极协调解
决。动员社会力量，组织发动志
愿者或安排专门人员开展“多帮
一”服务，帮助解决援鄂医务人员
的家人在医疗防护物资、生活必
需品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
和问题。

开展心理援助。提供“一对
一”专线心理咨询服务，帮助缓解
我省援鄂医务人员家属心理压力，
随时响应他们的来电和诉求，做好
保障服务。

办理商业保险。购买并捐赠
保险，为我省援鄂医务人员穿上

“保险防护服”。

落实政策待遇。落实相关政
策待遇规定，将我省援鄂医务人员
的临时性补助、值班伙食补助、绩
效工资、慰问金等政策落到实处。
我省援鄂医务人员按照政府规定
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
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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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决定：

为我省援助湖北医务人员办好八件实事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关注我省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

海南自贸港建设
蹄疾步稳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记者
罗清锐）2月14日，《经济日报》在
头版头条位置以“海南自贸港建设
蹄疾步稳”为题，报道了我省在抓
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统筹抓好经济发展各项工作。报
道称，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正在琼州大地如火如荼展开。

报道指出，为千方百计减少
新冠肺炎疫情对海南经济的影
响，海南省各地各部门想企业之
所想，急企业之所急，拿出“真金
白银”，服务企业精准到位，将温
暖送到企业“心坎”上。

报道称，连日来，海南各地在
紧抓疫情防控的同时，对各行业、
各领域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摸底，
精准施策，支持和服务企业、群众
复工复产。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海南自
贸港建设蹄疾步稳。

中央媒体看海南
我省第五批

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出征

距出发不到24小时，海南省第四批支援湖北
抗疫医疗队在荆州上岗

就位即战斗 风雪壮征程
（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