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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相关]

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
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截至 1 月 20 日 18
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病例224例，其中确
诊病例217例（武汉市198例，北
京市5例，广东省14例）；疑似病
例7例（四川省2例，云南省1例，
上海市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1
例，山东省1例）。日本通报确诊
病例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2
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

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作出重要指示，湖北武汉市等地
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
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目前正
值春节期间，人员大范围密集流

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十分紧
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
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
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
蔓延势头。要全力救治患者，尽
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加
强病例监测，规范处置流程。要
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
作。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
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坚决维
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
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各相关
部门和地方要以对人民群众健
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完善应对方
案，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落
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和集中救治措施。加快查明
病毒源头和感染、传播等机理，
及时客观发布疫情和防控工作
信息，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
做好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
和港澳台地区的沟通协调，密切
协作形成合力，坚决防止疫情扩
散蔓延。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
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月
20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国家卫生
健康委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指导地方做好疫情应对处置工
作。湖北省等有关地方进一步
落实属地责任，采取切实有效措
施，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 据新华社电

1月20日晚，国家卫生健康

委确认上海市首例输入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患者为 56 岁女性，湖北省

武汉市户籍。1 月 12 日自武汉

来沪后，因发热、乏力等症状，于

1 月 15 日在本市一发热门诊就

诊后即被收治入院隔离治疗。

经上海市疾控部门检测，并经中

国疾控中心复核，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 月 20

日，经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

领导小组的专家评估确认，该病

例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确诊病例。现患者体温正常，生

命体征平稳，其2名在沪密切接

触者正在医学观察。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对肺炎疫情作重要指示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上海确认首例确诊病例
现患者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
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9
日、20日视察驻云南部队，深入
边防一线，看望慰问官兵，代表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
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
和新春祝福。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云南
大地山青水碧，处处生机盎然。
19日下午6时许，习近平来到驻
守在我国西南边陲的某边防营，
走进战士宿舍，同大家亲切交
流，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情况。在营卫生所，习近平听取
有关情况介绍，得知边防部队医
疗条件不断改善，能够有效保障
官兵日常需求，习近平很欣慰。

晚饭时间快到了，炊事班的
战士正在食堂忙碌着。习近平
来到这里察看部队伙食情况，看
到饭菜种类多样，习近平露出欣
慰的目光。他叮嘱部队安排好
节日期间生活，让战士们过一个

欢乐、祥和、安全的春节。
习近平对正在边防一线执

行任务的官兵十分牵挂，专门通
过视频慰问了有关部队。某扫
雷排爆大队任务分队是“排雷英
雄战士”杜富国所在部队，多次
出色完成边境扫雷任务。习近
平充分肯定他们为扫除雷患、确
保边疆人民幸福安宁作出的重
要贡献，勉励他们过细做好安全
防护，精心组织扫雷排爆，为党
和人民再立新功。某边防分队
在界桩执勤点前整齐列队，向习
主席报告执勤情况。看到边防
官兵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习近
平很高兴。他表示，大家辛苦
了，你们战斗在管边控边第一
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保持
高度戒备状态，严密组织边防执
勤，守护好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同
边防营和扫雷排爆大队任务分
队部分官兵合影留念。官兵们
簇拥在习主席身旁，充满了幸福

和喜悦。
20日上午，习近平在昆明亲

切接见了驻云南部队副师职以
上领导干部和团级单位主官。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过去的一
年，驻云南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各项工作
扎实推进，重大任务完成出色，
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为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我国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之年，也是我军实现国防和
军队建设2020年目标任务之年，
各方面任务艰巨繁重。要坚持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
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
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
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强
化使命担当，聚力攻坚克难，狠
抓工作落实，坚决完成党和人民
赋予的各项任务。

据新华社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
签署命令，发布《军队监察工作
条例（试行）》，自2020年2月1日
起施行。

《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着力构建统一领导、权威高
效 、全 面 覆 盖 的 军 队 监 察 体
制。《条例》的发布施行，对贯彻
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
席关于军队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决策部署，严实规范军队监察

工作，进一步加强军队人员行
使权力情况的监察，深入推进
军队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意
义。

《条例》共10章62条，涵盖
监察委员会设置、监察范围和管
辖、监督、调查、处置、监察工作
协作配合、对监察委员会和监察
人员的监督等各个方面。《条例》
强调，军队监察工作必须坚持战
斗力标准，服务备战打仗；坚持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坚持权责统一、失责必究；坚持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坚持标本兼治、综合
治理，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长效机制。《条例》规定，军
队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监察
职能的专责机关，依法履行监
督、调查、处置职责。监察委员
会在本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监
察委员会领导下开展监察工
作。《条例》明确，监察委员会应
当健全内控机制，严格对监察人
员的教育管理，强化自我监督，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监察队
伍。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0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进一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有
力有效遏制疫情；听取脱贫攻
坚情况汇报，部署确保打赢脱
贫攻坚战工作、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

会议指出，疫情防控事关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时
作出防控部署，有关部门和地方
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发热门
诊，开展全覆盖筛查。目前诊断
方法和诊断试剂不断优化，一些
疑似病例得到确诊，病例数增
加。当前正值春运，人员流动
大，必须有针对性进一步加强防
控。各相关部门和地方要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对人民高
度负责，全力以赴科学有效抓好
疫情防控。

一是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按
照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
做好防控工作。

二是坚决遏制疫情扩散。
落实属地责任。武汉市要严格
落实防控措施，把好相关市场关

闭、野生动物管控和机场、车站、
码头等体温筛检关口。各地要
因地制宜落实重点场所和公共
交通工具的通风、消毒、测体温
等必要措施，同时加强监测和预
检分诊，确保疫情及时发现、有
效处置。

三是落实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
施，调配精干力量和医疗资源，
加强患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全
力做好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救
治。加强各类医院的防控措施，
严格控制医院感染，强化医务人
员防护。

四是坚持公开透明，及时客
观向社会通报疫情态势和防控
工作进展，统一发布权威信息。
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提高公
众自我保护意识。加强与世界
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港澳台地
区沟通合作。

五是加强科研攻关。在已
查明病原基础上，尽快查明传染
源、传播途径，密切跟踪病毒毒
力、传播力变化，做好应对疫情
变化技术准备。会议强调，各有
关方面特别是医疗系统要加强
春节期间在岗值守，做好应急处
置，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
全。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驻云南部队
向全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军队监察工作条例（试行）》

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有力有效遏制疫情

●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要全力救治患者，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

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
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国家卫健委高级别
专家组于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已确认
存在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
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
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主任钟南山表示，目前疫情在武
汉出现局部暴发的情况，从感染
人群的地理分布看，与武汉海鲜
市场关系很密切。

钟南山表示，目前非常肯定
地证实出现了人传人现象。“在广
东有2例肯定是人传人，因为他
们没去过武汉。但是他的家人得
病以后回来传染给了他。”同时，
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感染。

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
科学家曾光表示，目前疫情不断
出现新情况，这是传染病流行早
期的共同特点。现在采取措施，
完全是可以逆转的。

钟南山表示，预防和控制最
有效的办法是早发现、早诊断，
还有治疗、隔离，这是最有效的、
最原始的办法。他预估，春节期
间得病人数还会有增加。

钟南山表示，有信心能控制
新型冠状病毒，不会重复17年
前的非典。“这次花了2周就定
位了新型冠状病毒，再加上我们
有很好的监控和隔离的制度，我
不相信它会像17年前非典造成
的社会影响以及经济的损害。”

据新华社电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
确认存在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