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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8月30日电（记者周月
光）8月30日，上海援琼医疗队顺利完
成任务返程。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省政协主席
毛万春在三亚参加上海援琼医疗队欢
送仪式。

据了解，上海援琼医疗队三亚采

样队 199 名队员 8 月 12 日从澄迈转
战三亚，战高温，抗台风，爬高楼，完
成 68 万人次采样，其中入户采样 4.5
万人次。

王贺胜向上海援琼医疗队的队员
表示慰问和感谢。他表示，队员们克服
各种困难，用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

和饱满的热情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今天举行欢送仪式，说明海南抗疫斗争
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海南抗疫全面胜利
指日可待。希望队员们休整调养，以更
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回归工作岗位，再续
佳绩、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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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欢送上海援琼医疗队返程
王贺胜毛万春参加欢送仪式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8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和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
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
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22年10

月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将
向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建议，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
月16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
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
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
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
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认真总结过去5年工作，全

面总结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
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
势，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制定行
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动员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守正
创新、勇毅前行，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继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继续有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指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

进展顺利，要继续扎实做好大会筹备工
作，确保大会胜利召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全国“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集体”表彰大会 30日上午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受表彰
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
贺，勉励他们牢记使命责任、勇于担
当作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
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会
见并在会上宣读表彰决定。

上午11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
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亲
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韩正在表彰大会上宣读《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党的二十大即
将召开之际，为表彰先进典型、弘扬奋
斗精神，激励动员广大公务员和公务
员集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党中
央、国务院决定，授予朱琴等397名同
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授
予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管理委员会等
198个集体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称号。

王沪宁在大会上讲话。他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对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集体”的高度褒奖，对全国
广大公务员的亲切关怀。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队伍作出一系列重要
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公务员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广大公务员
要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带头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
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
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带头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做密切联系群众的表率，
带头贯彻新发展理念、做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表率，带头遵守制度、做制度
执行的表率，带头立德修身、做涵养
廉洁文化的表率。要加强党对公务
员工作的领导，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
心、让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
员队伍。

丁薛祥、胡春华、黄坤明、肖捷参
加会见并出席大会，陈希参加会见并
主持大会。

大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受表彰
的个人和集体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

习近平会见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代表
李克强参加会见 王沪宁韩正参加会见并出席表彰大会

本报三亚8月30日电（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30日，海南省
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在三亚
举行工作会谈。省委书记、省委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省长、省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冯飞，国家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
贺胜出席会议。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体
海南人民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

控局给予海南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力指
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
出，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的同志不辞辛劳、冲锋在
前，第一时间协调全国资源，全力支援
海南、悉心指导抗疫，并与海南广大干
部群众同甘共苦，不仅为海南带来切
实可行的宝贵经验，更坚定了战胜疫
情的必胜信心，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

大仗硬仗提供了关键保障。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的同志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严
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一丝不苟的敬业
精神以及科学精准的工作理念，为海
南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示范。希望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在疫情防
控、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等方面继续指
导、支持和帮助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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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
举行工作会谈

沈晓明冯飞王贺胜出席
本报抱由8月30日电 （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 30日，省委
书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沈晓明到乐东黎族自治县调研，强
调要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高效统
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解
决好与老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问
题，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

沈晓明先后到九所镇农业企业、黄

流镇抱二村调研火龙果、槟榔等农产品
采收、包装、加工和销售情况。他强调，
当前全省疫情防控形势出现重大转折，
大部分市县进入扫尾阶段，工作重心要
更多转到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上来。农产品采收销售事关
老百姓收入，不能让到手的果子“烂
掉”。要实事求是调整优化防控措施，
在防止人员聚集、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
下，让村民及时采收瓜果蔬菜，确保不

误农时、减少损失。基层党组织要积极
发挥作用，组织村民轮班到企业从事农
产品包装、加工等工作，县疫情防控指
挥部要指导做好核酸检测和消杀等工
作，严格闭环管理，既解决企业用工问
题，也增加农民务工收入。要做好病虫
害统防统治，切实畅通运输通道，积极
拓展销售渠道，确保农产品产得多、运
得出、销得好。

省领导巴特尔参加调研。

沈晓明在乐东黎族自治县调研时强调

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
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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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集体”代表。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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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8月30日电（记者李磊）
8月30日晚，省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冯飞在
三亚主持召开海南省与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疾控局疫情防控会商会，分析

研判当前疫情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重
点工作。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海南多地初步实
现社会面清零，疫情进入收尾阶段，
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以毫不放松的工

作状态，不断健全露头就打的快速反
应机制，用最快速度扑灭疫情“火
星”，全力防止疫情反弹，尽快实现全面
清零，一鼓作气夺取疫情防控的全面
胜利。 下转A02版▶

冯飞主持召开海南省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疫情防控会商会指出

全力防止疫情反弹 尽快实现全面清零
毛万春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