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局地有小雨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东北风转东南风4级 温度 最高25℃ 最低22℃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6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966123 邮箱：hnrb_xfjb@163.com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R I B A O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星期三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今日12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庚子年二月十八 廿七春分 2020年3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3165号 11

新华社武汉3月10日电 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
日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
作。他强调，湖北和武汉是这次疫情防
控斗争的重中之重和决胜之地。经过艰
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发生
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但
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越是在这
个时候，越是要保持头脑清醒，越是要慎
终如始，越是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继
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和最重
要的工作，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毫不
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坚决
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习近平指出，在这场严峻斗争中，湖
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
前、英勇奋战，全省医务工作者和援鄂医
疗队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人民解放军
指战员闻令即动、勇挑重担，广大社区工
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
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广大群众众志
成城、踊跃参与，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
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习近平强调，在这场严峻斗争中，
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不畏艰险、
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
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作出了重
大贡献，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了武汉人
民的坚韧不拔、高风亮节。正是因为
有了武汉人民的牺牲和奉献，有了武
汉人民的坚持和努力，才有了今天疫
情防控的积极向好态势。武汉人民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力量、中
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
望相助的家国情怀。武汉不愧为英雄
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
必将通过打赢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再次被载入史册！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都为你们而感动、而赞叹！党和
人民感谢武汉人民！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湖北和武汉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致以诚挚的问候，
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广大医务工
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社区工作者、
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
以及各个方面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
意，向正在同病魔作斗争的患者及其家

属、因公殉职人员家属、病亡者家属表示
诚挚的慰问，向在这场疫情中不幸罹难
的同胞、牺牲的一线工作人员表示深切
的哀悼。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参加考察。

习近平始终高度关注湖北省和武汉
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一下飞机，就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指
导组组长孙春兰，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湖
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陪同
下，乘汽车前往集中收治重症患者的火
神山医院。

在火神山医院指挥中心，习近平听
取医院建设运行、患者收治、医务人员防
护保障、科研攻关等情况介绍。习近平
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包括军队在内的广
大医务工作者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的精神，义无反顾奔赴湖北和武汉，
毫无畏惧投入防控救治工作，日夜奋战，
舍生忘死，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同时间
赛跑，与病魔较量，为武汉疫情防控工作
作出了重要贡献。军队医务人员牢记我
军宗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为党旗、军旗增添了光彩。沧海横流，方
显英雄本色。你们真正做到了救死扶
伤、大爱无疆。你们是光明的使者、希望
的使者，是最美的天使，是真正的英雄！
党和人民感谢你们！

习近平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同正在
病区工作的医务人员代表视频连线，询
问工作和保障情况。习近平强调，一线
的医务工作者最辛苦，承受着难以想象
的身体和心理压力，许多同志脸上和手
上被磨出了血，令人感动，是新时代最可
爱的人。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叮嘱广大医务人员加强自我防
护、抓住机会休息，既敢于斗争、又善于
斗争。有关部门要落实好防护物资、生
活物资保障，落实好工资待遇、临时性工
资补助、卫生防疫津贴待遇，尽快出台关
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的政策措施，帮助
大家解除后顾之忧，确保大家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习近平又连线感染科病房，同正在
接受治疗的患者交流，了解他们的病情
和治疗情况，得知他们得到有效治疗、病
情都在好转，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指

出，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一开始就明确
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党中央采取的所有防控措施
都首先考虑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
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关注着你们。医务人
员要竭尽所能为大家提供治疗，各方面
要关心被感染的群众，照顾好他们的家
人，让患者安心接受治疗。大家也要树
立必胜信心，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
主动听从医嘱，积极配合治疗，这有助于
战胜病魔。习近平祝他们早日康复！

在医院办公楼外广场，习近平接见
了湖北省当地和军队、外地支援湖北医
护人员代表。习近平指出，在湖北和武
汉人民遭受疫情打击的关键关头，广大
医务工作者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无私
奉献，展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展
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感
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当前，疫情蔓
延扩散势头已经得到基本遏制，防控形
势逐步向好。这是全党全国全社会共
同努力、团结奋斗的结果，你们是最大
的功臣，党和人民要给你们记头功。党
中央和各方面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湖
北和武汉抗击疫情工作，一如既往全力
提供医疗物资支援，一如既往为大家解
除后顾之忧。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永远
同你们在一起，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
盾！在疫情防控斗争进入关键阶段，气
可鼓不可泄。要一鼓作气，咬紧牙关，
坚持到底，扛得住，守得住，不能前功尽
弃。医务人员健康是战胜疫情的重要
保障。很多同志在这里奋战一个多月
了，很辛苦、很疲劳，希望你们注意休
息，保证营养，保重身体。有关方面要
改善大家工作生活条件，落实好各项防
护保障措施，加强轮换和休整，尽最大
努力确保一线医务人员健康和安全。

离开火神山医院，习近平来到东湖
新城社区，实地察看社区卫生防疫、社
区服务、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疫情发
生以来，社区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32
人，通过封闭式管控和实施网格化管
理，半个多月来保持无新增确诊病例。
见到总书记来了，在家隔离居住的居民
纷纷从阳台和窗户向总书记挥手高声
问好，习近平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表

示慰问。
在社区生活物资集中配送点，习近平

详细询问米面粮油和新鲜蔬菜水果等生
活物资的采购和供应情况，强调要千方百
计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在察看社区警
务室、卫生服务站、物业中心等运行情
况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了解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工作情况，对他们的工作表示
肯定。

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习近平同社
区工作者、基层民警、卫生服务站医生、
下沉干部、志愿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
强调，社区作为防控的最前线，肩负的任
务十分繁重，参与社区防控工作的同志
们工作十分辛苦。大家夜以继日、不辞
辛劳、默默付出，悉心为群众服务，为遏
制疫情扩散蔓延、保障群众生活作出了
重要贡献，展现了武汉党员、干部不怕牺
牲、勇于担当、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
神。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
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
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
区。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
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防控力量
要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防控措施的落
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
垒。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要紧紧依
靠人民。要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
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
民防线。

实地考察结束后，习近平主持召开
会议，听取中央指导组、湖北省委和省政
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听取汇报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
话。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支持湖北和武
汉疫情防控工作，采取最全面、最严格、
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
蔓延势头。人民解放军、中央和国家部
委、各省区市鼎力相助、火线驰援，打响
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情防
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
重要成果，初步实现了稳定局势、扭转局
面的目标。当前，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
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扛起
责任、经受考验，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
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习近平指出，要把医疗救治工作摆
在第一位，在科学精准救治上下功夫，最
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要进
一步落实“四集中”措施，集中优势医疗
资源和技术力量救治患者，加快推广应
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提升救
治水平。要加强医疗防控物资生产、供
应、调配，做好出院患者康复医疗工作。
要加强医护力量和医疗资源统筹，兼顾
其他患者的日常就医需求，逐步恢复正
常医疗秩序。

习近平强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重点在“防”。现在到了关键的时
候，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要紧紧依
靠人民群众，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提高
群众自我服务、自我防护能力。要加强
进出人员管理，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工作。要保持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防
控策略，同时要在做好健康管理、落实
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采取“点对点、一站
式”的办法，集中精准输送务工人员安
全返岗，帮助外地滞留在鄂人员安全有
序返乡。

习近平指出，要加大对医疗力量薄
弱市州的支持力度，发挥高水平专家团
队的作用，探索巡回诊疗、远程会诊等有
效做法，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要改
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农村医务人
员和基层干部培训，提供必要的防护物
资。要发动群众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
治，教育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
生活方式。

习近平强调，民生稳，人心就稳，社
会就稳。湖北和武汉等疫情严重地方的
群众自我隔离了这么长时间，有些情绪
宣泄，要理解、宽容、包容，继续加大各方
面工作力度。要充分考虑群众基本生活
需求，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和价格动态，保
障米面粮油、肉禽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供
应。对因疫情防控在家隔离的孤寡老
人、困难儿童、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要落实包保联系人，加强走访探
视，及时提供必要帮助。要加强心理疏
导和心理干预，尤其是要加强对患者及
其家属、病亡者家属等的心理疏导工

作。要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强信心、暖人
心、聚民心的舆论氛围。要坚持依法防
控，加强社会面管控，妥善处理疫情防控
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

习近平指出，这次疫情，短期内会给
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阵痛，但不会影
响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要在加强防控的前提下，采取差异化策
略，适时启动分区分级、分类分时、有条
件的复工复产。要落实落细国家出台的
一系列支持政策，有针对性地开展援企、
稳岗、扩就业等工作，强化“六稳”举措，
统筹抓好春耕生产、农民就业增收等工
作，坚决抓好脱贫攻坚各项任务。中央
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要继续加大对湖北的
支持力度，帮助湖北解决实际困难和具
体问题，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

习近平强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
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要放眼长远，
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
板和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筑牢制度防线。要着力完善城市治
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
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
治理新路子。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
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
壮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
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的政治
优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扛起责任、经受考
验，在这场大考中磨砺责任担当之勇、科
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
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要坚决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
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要激励
广大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
勇奋斗，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
中交出合格答卷。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湖
北省13个市州和4个省直辖县级行政单
位设分会场，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外地支援各市州
医疗队领队参加。

丁薛祥、张又侠和军队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陪同考察。

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
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和居民群众时强调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这是习近平
在东湖新城社区生活物资集中配送点，详细询问社区群众生活物资采购和供应情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 新华社记者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
刻，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赴湖北武汉考
察疫情防控工作，发出“坚决打赢湖北
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总攻令，更加
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心和决心。

“一鼓作气，咬紧牙关，
坚持到底”

当前，疫情蔓延扩散势头已经得

到基本遏制，防控形势逐步向好。广
大医务工作者“是最大的功臣”。

“习主席的到来，让我深深感到，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同我们站在一起！”
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陈静
自除夕夜驰援武汉至今，已在这座英雄
的城市里连续奋战了40多天。她和战
友们不仅承担专业救治工作，还负责患
者的生活护理、病区的消杀工作。

无惧生死，不计代价。陈静说：
“当国家和人民有需要，我们就要拿出
子弟兵的担当，用我们的医学专业技

能报效国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
们继续坚决执行习主席的命令，不麻
痹、不厌战、不松劲，全力以赴救治患
者、慰藉患者、服务患者，不负重托、不
辱使命，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疫情防控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
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江苏省支援黄石医疗队前方指挥
部总指挥、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南医
大附属逸夫医院院长鲁翔深有感触地
说：“气可鼓不可泄。接下来我们面临
的战斗仍然十分艰苦。下转A02版▶

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湖北武汉考察为打赢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指明方向

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这是习近平在
火神山医院指挥中心视频连线感染科病房，与病房内患者和医务人员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