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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3月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
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部署，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
和应对举措，继续做好湖北和武汉的
医疗救治、社区防控和后续工作，坚决

防止其他地区疫情反弹，精准做好防
范疫情跨境输入输出重点工作，加快
打通堵点、清除障碍，积极有序推动复
工复产。

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快速扩
散蔓延，我国输入性病例逐渐增多，
防控压力持续加大。要加强国际协
调合作，做好国际航班疫情防控。对
所有来自境外疫情重点地区的航班，
入境时要安排专用机位、廊桥和通
道，指定安全区域开展口岸卫生检
疫，最大限度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对
检疫判定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

切接触者等，及时按规定落实转运、
治疗、隔离等措施，确保无缝对接、闭
环运作。对虚报信息、隐瞒病情的人
员依法追究责任。暂停跨境国际道
路旅客运输。加强国际航线水路客
运管理。各地特别是境外疫情输入
重点地区，要加强药品、防护物资和
抢救设备保障，提前做好定点医院、
隔离病房等救治准备。同时，要做好
人员跨境流动安全风险提示，减少不
必要的出境活动，暂停组织出入境旅
游业务。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疫情
防控的指导和支持，保护他们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继续为有关国家
疫情防控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享
防疫经验，为他们从我国商业采购医
疗物资提供便利。

会议指出，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
已下调了疫情应急响应级别，绝大多
数地区已是低风险地区，要以省域为
单元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要认真总结前一段既严防新发疫情
又推动复工复产的经验，完善精准防
控措施，促进加快复工并提高复产
率。抓紧出台在有效防控的同时推
动全面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根据疫

情变化，适时动态调整优化企事业单
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低
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必
要的健康证明要做到全国互认，不得
再设置障碍，不对人员采取隔离措
施。各单位在落实防控措施情况下，
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不实施上岗
前隔离。同时，保障应急处置能力，
一旦发现病例立即妥善处置，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防范
聚集性疫情。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进一步精准防范疫情跨境输入输出
适应形势变化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

2020年2月7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决
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
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情况依法开展
调查。近日，调查组负责同志接受记者专
访，回答了有关问题。

1.国家监委调查组就群众反映的涉
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调查组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答：2月8日，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
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
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作全面调查，及时
回应群众关切，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对
人民负责的根本政治立场，体现了坚决
查清事实真相的鲜明态度。调查组把客
观准确还原事实真相，不遮遮掩掩、不袒
护包庇作为重要任务，坚持实事求是，严
格依据监察法赋予的职权开展调查工
作。围绕群众反映涉及李文亮医生谈话
训诫、患病救治、善后抚恤等情况，分别
与武汉市委、市政府和宣传、卫健、公安、
网信等部门有关人员面对面谈话、电话
访谈，赴医院与负责救治的一线医务人
员深入了解细节，调取病历档案，还调取
工作材料240余份，查清基本事实，确保
调查结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给党
和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中发出的信息
是否属“不实言论”或“谣言”，他有没有受
到医院处理、孤立、报复等？

答：经调查了解，2019年12月30日
17时43分，李文亮医生在大学同学微信
群“武汉大学临床04级”转发、发布多条
信息，一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
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
隔离”两段文字信息；二是 1 张标有

“SARS冠状病毒检出〈高置信度〉阳性指
标”等字样的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图片；
三是1段时长11秒的肺部CT视频。此
后，上述信息被截图并大量转发，与当天
被人传到网上的武汉市卫健委2份有关
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及报送情况的通知，
引发网民关注。当日18时42分，李文亮
医生在上述微信群发送了“最新消息是，
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
型”“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
范”等文字信息。

经了解，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中发布
信息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需要
指出的是，在有关部门和专家尚未对不明
原因肺炎作出明确诊断、对疫情还没有准
确认识的情况下，他没有对信息进行核实
就转发了，信息部分内容与当时实际情况
不完全相符。

12月 31日上午，医院有关负责同
志找李文亮医生谈话了解情况。李文
亮医生说，他看到他人发的微信后就转
发了，目的是提醒群内同学注意防范，
后被人截图转发。第二天，院有关领导
要求他就此事写了一份认识材料。李
文亮医生被谈话后，眼科主任专门跟他
讲不要有思想包袱，其本人工作表现一
如既往。

武汉市中心医院除和李文亮医生谈
话了解情况外，没有给予他任何处理、
处分，没有吊销其医师执业资格。在
2020年 1月 3日公安机关对李文亮医
生出具训诫书后，医院也未对他作出处
理。2019年 12月 9日，李文亮医生完
成半年门诊轮换，到眼科住院部病区任
住院医生，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发病
前，他一直在医院眼科医师岗位正常工
作，排班情况与被谈话前没有调整变
化。李文亮医生不幸染病后，住院期间，
作为本院职工，得到了医院领导和同事
们的关心和照顾，大家鼓励他坚定信心
与病魔作斗争。

3.公安机关对李文亮医生等人进
行训诫是否合法正当，结论是保留还是
撤销？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对传染病疫情的报告、核实和发布等

都有着严格的审批程序和规定。2019年
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称，

“已发现27例病例”“上述病例系病毒性
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
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公安机
关根据传染病防治、治安管理等法律法
规，以及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情况通报，
1月3日，对在网上发布有关信息的李文
亮情况进行了调查。

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
所对李文亮出具训诫书不当，并存在执
法程序不规范的问题。调查组已建议湖
北省武汉市监察机关对此事进行监督纠
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追究有
关人员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地加强监督，是
监察机关的职责所在。有错必纠、有责
必问，是党和国家对监察工作的要求。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加强监督，及时地发
现问题，实事求是地处置问题，并督促有
关方面整改问题，促进相关工作的进一
步完善。对调查中发现的有关单位和人
员应对疫情反应迟缓、防控不严、履职不
力等情况，将由有关方面进一步深入开
展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4.李文亮医生1月10日发病、1月12
日住院，为何1月31日才确诊，治疗是否
存在不及时、不规范问题？

答：2020年1月6日，李文亮医生收
治了一名82岁的眼病患者，与其有近距
离接触。该患者1月7日发热，后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于1月23日病逝。1月10
日，李文亮医生出现发热症状，在武汉市
中心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并在外住宾馆
隔离。

李文亮医生1月12日在本院眼科二
区住院，1月14日转入呼吸三区。1月
15日、19日、20日、21日，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专家多次研究诊疗方案，还
请院外专家为李文亮医生会诊。因病情
较重，征得李文亮医生同意后，1月23日
凌晨转入重症监护室。

1月27日前，武汉市中心医院不具
备做核酸检测的资质和条件，李文亮医
生和医院其他职工患者都未做核酸检
测。设施改造后，1月27日，武汉市中心
医院南京路院区开始试运行核酸检测。
1月28日、1月31日，医院2次对李文亮
医生做了核酸检测，第一次结果为阴性，
第二次结果为阳性，李文亮医生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

2月6日上午，李文亮医生病情有进一
步恶化风险。医院联系了北京援汉知名专
家进行会诊。2月6日18时20分，将李文
亮医生转往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完
善各项呼吸支持治疗。

经调查，武汉市中心医院对李文亮
医生的救治高度重视，积极进行对症支
持治疗，多次组织院内外专家会诊。为
李文亮医生会诊的院外专家表示，从李
文亮病案看，医院治疗规范，能够根据病
情调整药物和措施。医院建议采取和实
际采取的重要医疗措施，均征求了李文
亮或其家属意见。

5.有媒体曝出李文亮医生 2 月 6 日
21时30分去世，但武汉市中心医院宣布
其为7日2时58分去世，抢救过程是否存
在问题？

答：2月6日21时30分许，《生命时
报》发布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2月7
日0时38分，武汉市中心医院通过官方
微博发布李文亮医生正在全力抢救中的
消息。3时48分，医院发布了李文亮医
生去世的消息。

通过调查，2月6日18时55分，李文
亮医生转至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呼
吸重症监护病房，给予高浓度氧治疗。
19时20分，李文亮医生出现神志模糊，
心率、血压进行性下降，立即推注肾上腺
素强心，开放血管通道积极补液扩容提
升血压；同时进行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

维持呼吸，持续胸外心脏按压，冰帽保护
脑部。21时 30分许，上体外心肺复苏
仪，辅助持续胸外心脏按压，继续进行心
肺复苏抢救。22时40分许，启动ECMO
抢救（武汉市中心医院仅有一台ECMO，
1月20日开始供另一名职工患者救治使
用，医院从武汉亚心医院借来一台EC-
MO用于抢救李文亮）。23时许，武汉
市卫健委协调北京援汉专家到现场参
与抢救。2月7日2时58分，李文亮医
生心电图呈直线反应，宣告临床死亡。
抢救期间，武汉市中心医院要求不惜一
切代价全力抢救，只要有一点希望就不
要放弃。组织抢救的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负责人说，李文亮是我们的同
事，又很年轻，我们不希望他走，只要有
一点希望我们就不愿放弃，当时就是想
尽全力救活他，所以抢救了很长时间。李
文亮的主诊医生表示，虽然没能挽回李
文亮的生命，但对他的治疗是规范的，抢
救是及时的，大家尽了最大努力。

6.对李文亮医生的相关补助、补偿、
保险等是否到位，其抚恤、善后工作如
何？

答：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党和政府以及
社会各界深感痛惜，对他的家人十分关
心。武汉市中心医院领导和有关方面探望
慰问了李文亮医生的父母、妻子和孩子。
应李文亮医生妻子的要求，安排她和孩子
在有关医院休养。

目前，对李文亮医生的各项补助、补
偿等均已足额到位。一是经武汉市中心
医院申请，武汉市人社局根据人社部的
有关规定，认定李文亮医生为工伤，先按
照2019年度标准向李文亮家属核发了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万元、丧葬补助
金3.68万元。3月3日，根据统计部门新
发布的2020年度标准，又核定并补发了
补助金差额。二是保险公司已向李文亮
家属赔付了针对抗击新冠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的一线医护人员的捐赠保险。三是
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会号召职工为李文亮
及其家属进行了捐款。四是武汉市红十
字会收到了定向爱心捐款，已转交李文
亮医生家属。五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将

“北京温暖基金会”转来的有关慰问金已
拨付给李文亮家属。

7.李文亮医生在微信圈发出提醒同
事与朋友注意防范的信息，对社会起到
了什么样的作用？

答：同事介绍，李文亮是一个性格开
朗、乐于助人的人，是共产党员，是一名
工作认真负责的医生。他在住院治疗期
间还表示，“康复后想赶快回到一线工
作，继续为患者看病”，表现出敬业奉献、
医者仁心的品质。李文亮转发、发布相
关信息，主观上是想提醒同学、同事注意
防范，信息被大量转发后引发社会关注，
客观上对各方面重视疫情、加强防控起
到了推动作用。2020年3月4日，国家
卫健委等部门印发决定，表彰全国卫生
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
人，李文亮医生是其中之一，这正是对李
文亮医生工作的肯定和表彰。疫情发生
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
征，日夜奋战、舍生忘死，为保护人民生
命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新时代最可
爱的人。在抗击疫情战场上，一些医务
人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有的以身殉职，
每一位不幸去世的医务人员都令人无比
痛心。李文亮医生就是在疫情防控中英
勇奋战、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医务人员队
伍中的一员。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敌对势力为了
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给李文亮
医生贴上了对抗体制的“英雄”“觉醒
者”等标签。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李文亮是共产党员，不是所谓的“反体
制人物”。那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想煽风
点火、蛊惑人心、挑动社会情绪，注定不
会得逞。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

国家监委调查组负责人答记者问

中央指导组：

用高水平医疗力量
打一场高水平的救治攻坚战

据新华社武汉3月 19日电 （记者赵文君
胡浩）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
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部署，19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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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中央指
导组来到同济医院，调研指导新冠肺炎患者救
治工作。

孙春兰通过视频连线，听取武汉协和医院西
院、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临床一线的医生、护士汇报，详细了解医疗救治和
护理情况。

她指出，当前救治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在院
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救治难度更大。要继续深
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
第一位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
尽最大努力救治每一位患者，用高水平医疗力量
打一场高水平的救治攻坚战。

2020年2月7日，国家监委成立
调查组，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
生的有关情况依法开展调查。现将调
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李文亮医生基本情
况和转发、发布有关微信信
息的背景及过程

李文亮，男，满族，1985年10月
出生，辽宁锦州人，中共党员，工作中
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于
2020年2月7日不幸去世，生前系武
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师。

2019年 12月，湖北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武
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等陆续收治了一些
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27日，湖
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主任张继先向医院报告了其接诊
3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情况，医院将
此情况上报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
当天，武汉市疾控中心安排给此3例
病人做了流行病学调查和检测。12
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又报
告发现4例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的不
明原因肺炎病例。武汉市卫健委组织
专家团队进行调查，当天晚上将相关
病人转诊至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考虑
到全市多家医院发现类似病例，武汉
市卫健委分别于12月30日15时10
分、18时50分在系统内下发部门文
件《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
的紧急通知》《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
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做好不明
原因肺炎救治工作，全面开展华南海
鲜市场相关肺炎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
查。该两份通知分别于当天15时22
分和19时许被人上传到互联网上。

2019年12月30日17时30分左
右，李文亮医生收到同事发给他的信
息，17时43分，李文亮医生以“李文
亮 武汉 眼科”昵称在微信群“武汉
大学临床04级”中转发、发布“华南水
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
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等文字
信息和1张标有“SARS冠状病毒检
出〈高置信度〉阳性指标”等字样的临
床病原体筛查结果图片、1段时长11
秒的肺部CT视频。18时42分，又在
该群发布“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
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大家不
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同
时，类似信息也出现在其他微信群
中。被人上传到网上的武汉市卫健委
两份部门文件，与李文亮医生等人转
发、发布的信息，引发关注和讨论。

二、李文亮医生接受公
安机关谈话、训诫和医院谈
话情况

2019年 12月 31日 13时 38分，
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
炎疫情的情况通报》说，“已发现27例
病例”“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并称

“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
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多家媒
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按照武汉市关于
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安排，武
汉市公安机关依据传染病防治、治安
管理等法律法规，以及市卫健委的情
况通报，对在网上出现的转发、发布
SARS等传染病信息情况进行了调查
处置。2020年1月3日13时30分左
右，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
出所与李文亮医生联系后，李文亮医
生在同事陪同下来到该派出所。派出
所副所长杨某安排负责内勤的民警胡
某与李文亮医生谈话。经谈话核实
后，谈话人员现场制作了笔录。李文

亮医生表示，在微信群中发有关
SARS的信息是不对的，以后会注意
的，谈话人员对李文亮医生制作了训
诫书。李文亮医生亦持有1份训诫
书，于14时30分许离开派出所。谈
话人员为内勤民警胡某和1名辅警，
胡某在训诫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
当天值班民警徐某的名字。实际上，
徐某未参加谈话。

此前，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里发
的信息被人在互联网上大量转发之
后，2019年12月31日上午，武汉市中
心医院有关领导和李文亮医生进行了
谈话。李文亮医生在谈话中表示，他
把未经核实的有关SARS等信息转发
到同学群中，目的是提醒群内同学注
意防范。医院让李文亮医生写一份认
识材料。至李文亮医生生病住院前，
其一直在医院眼科医师岗位照常工作。

三、李文亮医生发病、
治疗、抢救情况

2020年1月10日，李文亮医生出
现发热，1月12日入住武汉市中心医
院眼科病房，1月14日转入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三病区，1月23日转入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症监护室，2月7
日不幸去世。

2019年12月9日，李文亮医生从
眼科门诊轮转到眼科病房工作。
2020年1月6日，李文亮医生收治了
一名82岁的眼病患者。该患者1月7
日发热，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于1月
23日病逝。1月10日，李文亮医生开
始发热，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热门诊
就诊。

1月12日，李文亮医生在武汉市
中心医院眼科二区住院，入院诊断为
右眼急性结膜炎、肺部感染。1月14
日，李文亮医生双肺感染加重，转入呼
吸三区病房。呼吸三区安排李文亮医
生住单间隔离，组织专人轮班护理，即
时监测血氧饱和度、心率、血压，给予
呼吸支持和抗病毒、抗感染、化痰、护
胃等对症支持治疗，使用激素和丙种
球蛋白。1月15日至1月18日，根据
李文亮医生的病情，主诊医生适时调
整有关药物和治疗方式。

1月 19 日，李文亮医生间断发
热。下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师、新冠肺炎院内医疗救治专
家组组长查看李文亮医生病情，提出
治疗意见。当晚，医院请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
授、武汉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
为李文亮医生会诊。

1月20日至22日，李文亮医生没
有发热，但喘气症状仍然较重。1月
15日、19日、20日、21日，新冠肺炎院
内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副组长等院
内专家多次查看李文亮医生病情并提
出诊疗意见。

1月22日23时50分许，李文亮
医生如厕后出现喘气、呼吸困难等症
状，血氧饱和度下降至88%，经治疗
后症状稍缓解。主诊医生再次告知其
病情较重，征得其同意后，于1月23
日凌晨3时30分许将李文亮医生转
入重症监护室。

1月27日以前，武汉市包括市中
心医院在内的多数医院不具备核酸检
测资质和条件。经设施改造升级后，
1月2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开始试运
行核酸检测。1月28日、1月31日，
医院先后两次对李文亮医生做了核酸
检测，第一次结果为阴性，第二次结果
为阳性。1月31日，李文亮医生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

1月31日至2月3日，李文亮医
生无发热，呼吸急促有一定缓解，但精

神、食欲欠佳。2月4日中午，出现呕
吐，咳嗽频繁，伴喘息加重，经治疗后
症状缓解。2月5日，李文亮医生无发
热，但静息状态下仍有喘息、气促，床
边胸片提示右侧肺炎加重。2月6日，
李文亮医生肺部病变严重，且病情有
进一步恶化风险。经院内专家组会
诊，建议转到条件更为专业的后湖院
区，经征得李文亮医生及其家属同意
后，于18时20分许，由主诊医生和两
名护士陪护李文亮医生转院区。18
时55分许，到达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
院区。

2月6日19时20分，李文亮医生
出现神志模糊，心率、血压进行性下
降，立即推注肾上腺素强心，开放血管
通道积极补液扩容提升血压。同时进
行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维持呼吸，持
续胸外按压。21时30分，上体外心
肺复苏仪，辅助持续胸外心脏按压，继
续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并给予积极的
药物复苏。22时40分许，使用医院
从武汉亚心医院借来的ECMO（体外
膜肺氧合机，俗称“人工肺”）对李文亮
医生进行治疗。经武汉市卫健委协
调，北京协和医院专家赶到抢救现
场。2月7日凌晨2时58分，李文亮
医生心电图呈直线反应，宣告临床死
亡。3时48分，医院发布了李文亮医
生去世的消息。

组织抢救的医生说，李文亮医生
是我们的同事，又很年轻，我们不希望
他走，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不愿放
弃，当时没有想其他任何因素，就是想
救活他，所以抢救了很长时间。李文
亮医生的主诊医生表示，虽然没能挽
回李文亮医生的生命，但对他的治疗
是规范的，抢救是及时的，大家尽了最
大努力。据为李文亮医生会诊的院外
专家讲，从李文亮医生病案看，医院治
疗比较规范，能够根据病情调整药物
和措施。医院建议采取和实际采取的
重要医疗措施，均征求了李文亮医生
或其家属意见。

四、李文亮医生去世后
抚恤、善后情况

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后，武汉市
中心医院成立工作专班，全面负责抚
恤、善后工作。2月7日下午，市中心
医院领导分别探望慰问了李文亮医生
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应李文亮医生
妻子的要求，安排她和孩子在有关医
院进行休养。

经武汉市中心医院申请，武汉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认定李文亮
医生为工伤。根据有关规定，目前已
全额发放了工亡补助金，核发了丧葬
补助金。保险公司已向李文亮医生家
属赔付了捐赠保险（针对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一线医护人
员）。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会号召职工
为李文亮医生及其家属进行了捐款，
武汉市红十字会收到了定向爱心捐
款，以上捐款均已转交李文亮医生家
属。3月4日，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印发
决定，表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其中有李
文亮医生。

五、工作建议
由于中南路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

当，执法程序不规范，调查组已建议湖
北省武汉市监察机关对此事进行监督
纠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追
究有关人员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处
理结果。

国家监委调查组
2020年3月19日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
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