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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日在北京考察新
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
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一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他强调，人类同疾病
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
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要把新冠肺
炎防控科研攻关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任务，综合
多学科力量，统一领导、协同推进，在坚持科学
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快研发进度，尽快攻
克疫情防控的重点难点问题，为打赢疫情防控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2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军事医学研究院，
听取研究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的
总体情况汇报，结合展板和实物了解疫苗和抗体
研制、药物筛选、病毒致病机理研究、快速检测试
剂研究和应用等进展情况。在仪器测试楼，习近平
察看了重大疫情应急防控药物研究室，向坚守岗
位、奋力攻关的一线专家和科研人员表示亲切慰
问。他强调，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最终战胜
疫情，关键要靠科技。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军事医学研究院坚决贯彻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决策指示，闻令即动、争分夺秒，集中力
量展开应急科研攻关，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充分
展现了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和
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优良作风。习近平希望他
们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突击队和主力军作用，尽
快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药物、检测试剂，全力

满足抗击疫情需要。要坚持在疫情可溯、可诊、
可防、可治、可控方面合力攻关，通过打这场硬
仗，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科技，拿
出更多硬核产品，为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离开军事医学研究院，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
医学院考察调研。他先后走进全球健康与传染
病研究中心、生物医学检测技术及仪器北京实验
室，向专家详细了解创新药物研发进展情况和新
型检测试剂、检测设备研发应用等情况，并观看
了正在进行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习近平指出，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斗争有两条战线，一条是疫情
防控第一线，另一条就是科研和物资生产，两条
战线要相互配合、并肩作战。习近平希望他们加
强同前方的配合，组织精干力量、急事急办，加速
推进新型检测试剂、抗体药物、疫苗和诊疗方案
等攻关。习近平强调，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
口的大国，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风险，始终是我们须臾不可放松的大事。要健
全国家重大疫情监控网络，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加大前沿技术攻关和尖端人才培养力度，尽快提
高我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和水平。

随后，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医学院主持召开座
谈会，听取科技部关于全国药品和疫苗研发工
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有效临床应用经验和有
效诊疗方案总结推广工作的情况汇报。

听取汇报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
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全国科技战线积极响应党

中央号召，有关部门组成科研攻关组，确定临床
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
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
方向，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科研、临
床、防控一线相互协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取得了积极进展，为疫
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在这场重大斗争
中，广大科技工作者充分展示了拼搏奉献的优
良作风、严谨求实的专业精神。当前，打赢疫情
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还需要付出艰苦
努力。越是面对这种情况，越要坚持向科学要
答案、要方法。

习近平强调，尽最大努力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要加强药物、医疗装备研
发和临床救治相结合，切实提高治愈率、降低病
亡率。要强化科研攻关支撑和服务前方一线救
治的部署，坚持临床研究和临床救治协同，让科
研成果更多向临床一线倾斜。要加快药物研发
进程，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加快推广应
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同时根据一线救
治需要再筛选一批有效治疗药物，探索新的治疗
手段，尽最大可能阻止轻症患者向重症转化。要
采取恢复期血浆、干细胞、单克隆抗体等先进治
疗方式，提升重症、危重症救治水平。

习近平指出，疫苗作为用于健康人的特殊产
品，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对安全性的要求也是
第一位的。要加快推进已有的多种技术路线疫
苗研发，同时密切跟踪国外研发进展，加强合作，

争取早日推动疫苗的临床试验和上市使用。要
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加快建立
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
化体系，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为有可能出现
的常态化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

习近平强调，要统筹病毒溯源及其传播途径
研究，利用病毒蛋白和不同受体的结合特征，评
估可疑动物作为中间宿主的可能性，利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流行病学和溯源调查，
搞清楚病源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提高精准度和
筛查效率。

习近平指出，病人心理康复需要一个过程，
很多隔离在家的群众时间长了会产生这样那样
的心理问题，病亡者家属也需要心理疏导。要高
度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
强心理疏导工作。

习近平强调，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
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
风险挑战。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
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加强疫病防控和
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要统筹各
方面科研力量，提高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水平。要
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完善疫情防控预警预
测机制，及时有效捕获信息，及时采取应对举
措。要研究建立疫情蔓延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科
研攻关等方面指挥、行动、保障体系，平时准备好
应急行动指南，紧急情况下迅速启动。

习近平指出，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
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
应急体系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推
进人口健康、生物安全等领域科研力量布局，整
合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医疗设备等领
域的国家重点科研体系，布局一批国家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加强生
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
术突破，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
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要加快补齐我国高
端医疗装备短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
技术装备瓶颈，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
人居环境改善、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
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特别是要坚决杜绝
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的生活方式。

习近平指出，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
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在多个国家出现，要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沟通
交流，同有关国家特别是疫情高发国家在溯源、
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科研合作，共享科研数
据和信息，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丁薛祥、刘鹤、许其亮、张又侠、蔡奇、肖捷和
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出席有关活
动。

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

协 同 推 进 新 冠 肺 炎 防 控 科 研 攻 关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科技支撑

3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这是习近平在军事医学研究
院重大疫情应急防控药物研究室了解疫苗和抗体研制情况。 新华社发

3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这是习近平在清
华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与传染病研究中心同科研人员交谈。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赴益阳、常德调研脱贫攻坚、
防汛备汛、春耕生产和“三农”工作。他强调，坚
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努力
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任务，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质量和成色。

副省长隋忠诚参加调研。
在益阳市赫山区，许达哲首先来到2017年7月

3日曾发生特大管涌的资江大堤小河口羊角闸段，
检查处险工程完成情况，了解近年来资江大堤除
险加固、险工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并考察了鹿角湖
泵站。许达哲叮嘱益阳市负责同志，要严防复工
复产情况下出现疫情反弹，做好险情隐患排查和
防汛抗灾准备，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大汛大涝。

“稻种、肥料、秧田都准备好了吗？单、双季
稻分别计划种多少亩？”来到常德汉寿县泽丰农
机专业合作社，许达哲关切询问春耕备耕情况，
了解合作社股权结构、服务模式以及同中化农业
的合作情况，他说，春耕生产事关粮食和重要副
食品安全，对保供应、稳大局意义重大，必须在防
控疫情的前提下抓紧抓好。

来到汉寿工业园，许达哲考察了中联重科智
慧农机产业园的生产经营、研发创新等情况，观看
企业新下线的高速有序抛秧机演示作业。许达哲
希望企业继续提升产品性能、控制成本，提供更多
质优价廉的农机，为全省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贡献
力量。许达哲还考察了汉寿蔬菜产业园等地。

在与常德市负责同志的座谈中，许达哲强调，

要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
硬。把外防输入工作做好，把联防联控措施落到
基层，把“四早”要求落实到位；打好三大攻坚战，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抓好复工复产和重大项目
建设，保障供应链稳定，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要
不误农时抓紧春耕备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把
稳产保供作为重大任务，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带
动作用，推动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确保粮食、
生猪等大宗农产品生产供应；加强高标准农田和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强企业、优品牌、抓加工、促流
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要未雨绸缪抓好防汛准备。增强忧患意识、风险
意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谨慎之心排查整治
风险隐患，聚焦重点堤垸、城市防洪圈、河湖连通
疏浚、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做好工程建设、隐患
排查、物资储备、预案完善、动员演练等工作，完善
工作机制，以万全准备防止万一发生。要加劲加
力决战脱贫攻坚。大力推动“两不愁三保障”和饮
水安全问题归零，重视解决受疫情影响返贫致贫
问题，切实抓好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走
好精准特色可持续路子，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老百
姓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合格答卷。

许达哲赴益阳常德调研强调

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抓两手硬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奉永成）今
天，省政府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贫困退
出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和有关
要求，经过第三方实地评估检查，批复同意
2019 年拟摘帽的邵阳县等 20 个贫困县脱
贫摘帽。至此，全省 51 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

这次符合贫困县退出条件、脱贫摘帽的
20 个贫困县分别为：邵阳县、隆回县、洞口
县、新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桑植县、新田
县、沅陵县、溆浦县、麻阳苗族自治县、通道
侗族自治县、新化县、涟源市、泸溪县、凤凰
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
县。

省政府要求，省扶贫办要对这20个县继
续抓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防止出现工作松

劲、懈怠，始终保持攻坚态势；继续加大对剩
余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确保全面完成攻坚任务；要继续给予扶持，在
脱贫攻坚期内，国家和省原有的扶贫政策保
持不变，确保贫困退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要继续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强化监督管
理，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
检验。

湖南之前已有 31 个贫困县摘帽。他们
分别是：洪江区、武陵源区、吉首市、祁东县、
双牌县、江永县、宁远县、鹤城区、洪江市、茶
陵县、炎陵县、石门县、桂东县、中方县、平江
县、宜章县、汝城县、安仁县、新邵县、绥宁
县、武冈市、永定区、慈利县、安化县、江华瑶
族自治县、辰溪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
族自治县、会同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双
峰县。

省政府批复同意20个贫困县摘帽

湖南51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针对部分企业缺工严
重、稳岗压力大和重点群体就业难等突出矛盾，因地
因企因人分类帮扶，提高政策精准性。

●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些传
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

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要
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

——2020年2月2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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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防控向着好的局势拓展，三湘四水复工复产一派
繁忙。

为大力宣传省委、省政府推进复工复产的决策部署，
本报派出记者深入长沙、株洲、湘潭等地园区企业和重点

建设项目工地进行现场采访，从今天起连续刊发报道，集
中展示企业复工复产的火热场景，推介应对疫情、化危为
机的有效举措，展现湘企高质量发展的最新亮点，敬请关
注《安全有序 复工复产》专栏。今天推出——

合力破解招工难 化危为机稳发展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