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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统筹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部署会议 23 日在北京召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华民族历
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
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
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当前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
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坚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
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
控工作。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
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
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
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努力实现今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湖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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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条战线的同志们表示崇
高的敬意，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
胞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我国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各种支持的国家、国
际 组 织 、 友 好 人 士 表 示 诚 挚 的 谢
意，向在抗击疫情中不幸罹难的同
胞、牺牲的医务人员表示深切的悼
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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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
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
统一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
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党
中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及时提
出 坚 定 信 心 、 同 舟 共 济 、 科 学 防
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及时制定
疫情防控战略策略，把提高收治率
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
为突出任务来抓，把武汉和湖北作
为全国主战场，加强对武汉和湖北
防疫的统一指挥，统筹抓好其他地
区防控工作，加强医用物资和生活
必需品应急保供，切实维护社会稳
定，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积
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习近平指出，在这场严峻斗争
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广大医务工
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人民解
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众 志 成 城 、 守 望 相
助 ， 广 大 公 安 民 警 、 疾 控 工 作 人
员、社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日
夜值守， 【下转第5版①】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习近平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7点
要求：

■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
卫战

■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
■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
■加快科技研发攻关
■扩大国际和地区合作
■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习近平就有序复工复产提出8点
要求：

■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
■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
■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
■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切实保障基本民生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本报讯 （记者易鹤） 昨日上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检查
指导建筑行业复工复产工作。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
神，围绕“两确保三争取”的目
标，按照“两手硬两战赢”的部
署，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蹄疾
步稳推进复工复产，努力把耽误的
时间抢回来，把疫情影响降到最
低，确保建筑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裘东耀首先来到世纪大道快速
路 （东明路—永乐路） 施工现场。
该工程是我市第一个复工的市政项
目，目前，桩基施工、承台开挖等
工作已全面展开。裘东耀详细了解
施工人员的来源地、返岗率和就
餐、住宿等情况，询问工程建设进
度和目前遇到的困难。他说，加快
复工复产决不能放松疫情防控工
作，要在严格落实防疫措施的前提

下，不失时机推进复工复产，优化
施工方案，提高建设效率，确保工
程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在市环境监
测监控中心项目建设工地，裘东耀
仔细察看施工现场，了解工地疫情
防控和复工建设情况。听说返岗人
员已经能基本满足现阶段施工需
要，月底前项目可全面恢复施工，
裘东耀表示肯定，要求施工单位严
格按照建筑工地疫情防控要求落细
落实相关措施，始终不忘安全生
产，高标准高质量抓好项目建设。

随后，裘东耀专题协调建筑行
业复工复产工作。他指出，建筑行业
的复工复产密切关系经济平稳运行
和社会和谐稳定，要加强政企联动，
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全力推动建筑行业在抓细抓
实疫情防控的同时，跑出复工复产

“加速度”。要推进建筑工地全封闭
管理，强化健康检测、消毒杀菌、错
时分散就餐、进出工地登记等措施，
杜绝人员“带病上岗”。要提高施工
人员返甬返岗率，深入做好与劳务

输出地的对接，积极推动对口扶贫
协作地区劳动力来甬就业。要加大
政策和工作支持力度，深入开展“三
服务”，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协调落
实金融信贷、税收征收、土地供应等
方面的支持措施，完善砂石、混凝土
供应和建筑渣土处置等预案，研究
加强外来务工人员安居工程、产业
园区租赁式社区建设。同时，要强化
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确保工程项
目建设质量。

沈敏及张良才参加。

裘东耀检查指导建筑行业复工复产工作

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
蹄疾步稳推进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俞淑艳 虞海波） 作为灯具龙头企
业，凯耀电器是北仑区第二批复工
的 39 家企业之一。复工后，该公
司并不急于生产，而是向大碶街道
三复工作组提交了一个特殊的申
请，希望街道能帮扶其 6 家属地配
套企业同步开工。

“小河有水大河满。制造业分
工越来越精细化，大企业需要小企
业配套服务，小零件没有，整条产
业链就会受到影响。”大碶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孙旭辉介
绍。

接到申请后，三复工作组第一
时间开辟绿色通道，排摸辖区规上
企业相关配套情况，加班加点评估
复工条件，实地走访指导防疫，让
配套企业尽快与规上企业“携手复
工”。

成立两级防控小组、网格化管
理、居家办公、外来人员防控到强

调干部作风、食堂宿舍防疫等方
面，凯耀电器连发 12 道防疫令全
面做好疫情防控。与此同时，凯耀
电器还把防疫方案与配套企业共
享，并上门帮助做好复工防疫。

“凯耀公司大，前往应聘的求
职人员多，他们会帮忙筛选合适的
员工资料移交给我们人事部门，省

去了我们的招聘环节，只需对员工
进行培训就能快速上岗。”宁波羽
阳机械有限公司是凯耀的主配套
商，公司负责人陆培峰介绍，公司
员工到岗率不高，产能恢复缓慢，
凯耀在自己的招聘会中帮助生产链
上的企业“物色”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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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链式复产”破重围
204家规上工业企业产能恢复超75%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孙波 王岑）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步
伐加快，宁波复工人口流入量已居
全国十大热点城市之列。记者昨日
从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获悉，
我市已启动“新入甬人员”小周期
滚动排查机制，旨在提高疫情管控
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据悉，此次“新入甬人员”小
周期滚动排查的重点为 9 类人员，
分别为：近 14天内来甬人员、中高
风险地区来甬人员、在甬落户并购
置 “ 浙 B” 号 牌 机 动 车 的 外 来 人
员、持“红码”“黄码”人员、人
员密集行业场所从业人员、核酸检
测应检未检人员、大数据筛查比对
发现的重点人员和存疑人员、出现
发热及呼吸道症状及问诊购药等人
员和“无固定职业、无固定住所、
无固定收入”人员。

在具体工作中，我市将统筹开
展“网格主查、行业补查、码证核
查、公安追查、群众报查”等多种
形式互补的社会面排查。

其中，“网格主查”以乡镇 （街
道） 为主体，滚动排查辖区实有人
口情况，及时发现并针对性管理涉
疫重点人员。“行业补查”由各级行

业主管部门分类开展行业领域内
“新入甬人员”排查工作，配合属地
实现“无死角、无遗漏”。“码证核
查”按照“守牢大门、守住小门”
要求，在入甬通道以及村 （小区）、
公交、地铁、企业、商场、超市等
部位，全面落实宁波“全域一码
通”管理机制。“公安追查”则由公
安机关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为各
地核查做好信息支撑。“群众报查”
则着力发动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及
时发现漏管失控对象。

市疫情防控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全市开展的“新入甬人
员”小周期滚动排查，是在人员加
剧流动，城市由静态向动态转变的
背景下，依托“科技+传统”“网
上+网下”“自查+互查”，用精准
的手段、周密的措施，推动疫情防
控由“封闭式管控”向“精密型智
控”转变，目的就是“精准防输
入”和“全力助复工”。

目前，相关单位已在全市范围
内展开全面排查核查工作。市民如
发现有涉疫可疑对象漏管失控，可
向乡镇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报
告或报警处置，有关部门会第一时
间进行处置。

我市对“新入甬人员”
开展小周期滚动排查

本报讯（记者易鹤）“因为下
游未完全复产，我们每天要浪费近
百吨液氮，价值五六万元，急死
了 ！” 这 两 天 ， 梅 赛 尔 阳 光 （宁
波） 气体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心急
火燎。

梅赛尔阳光 （宁波） 是浙江省
最早的外商投资气体公司。公司主
打液氧、液氮、液氩、二氧化碳、氢
气、氦气、焊接保护气、特种气体、医
疗气体和各种混合气体产品。

目前，由于客户复工较少，产品
销量骤减，每天有 70%到 80%的氮
气产品被迫在生产过程中白白放
散，否则就会因为涨库导致停机。

最近一段时间，跟梅赛尔阳光
（宁波） 一样遇到各种“急难烦愁”的
中小企业还有不少。为了帮助企业救
急，更好推进企业快复工快复产，由

宁波日报、甬派和市发改委产业处联
合推出的“9G”平台昨起正式上线。

据了解，目前复工中小企业生
产销售面临的暂时困难问题主要有
三类：一是产业链配套难。复工企
业产业链上游大部分原材料供应
商，尤其是小规模的生产商尚未复
产，致使复工企业库存不足、原材

料短缺，影响企业产能恢复。二是
订单完成难。一些企业对上游企业
产能预估不充分，担心存在违约风
险，对下游企业订单普遍不敢接。
三是市场销售难。受疫情影响，下
游产业未完全复产，市场销售存在
一定阻力，造成库存增加，产能无
法充分释放。 【下转第5版③】

供应有问题 我们来帮你

“9G”平台帮企业救急
帮企一把，我们在行动

防控工作不获全胜
决不轻言成功

经济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在藏
历新年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 2 月 21 日给正在北京大学首钢医
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回
信，肯定他们献身西藏医疗卫生事
业的志向，勉励他们练就过硬本
领、服务基层人民，并向他们以及
藏区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
好的祝愿。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
17 名同学在北京进行临床实习期

间，既锻炼了临床基本功，也坚定
了献身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信念，
我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医生是人民健康
的守护者。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斗争中，军地广大医务工作者冲
锋在前、英勇奋战，用行动诠释了
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我
相信，你们一定会以他们为榜样，
努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生。希
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
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去，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
层群众。

2019 年 6 月，在对口支援高校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安排下，西藏大
学医学院 2015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
班的 17 名学生来到首钢医院，开始
为期 11 个月的临床实习。不久前，
这些学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
报了实习以来的收获和感悟，表达
了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以及学
好本领后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决
心。

回信勉励在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

习近平：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萤火之光，点亮初春之夜
——记战“疫”中的6000多名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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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放松警惕，摘下口罩外出游玩

春光虽美，口罩还请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