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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4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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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部署，针对关键环节和风险点继续做好疫
情防控，决不能掉以轻心。落实“四早”是严
防疫情反弹最有效的措施，对涉及确诊、疑
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等各类疫情情况，都
要及时报告和处置，并公开透明、实事求是

发布信息，决不允许瞒报漏报。做好无症状
感染者医学管理、流行病学调查和隔离收治
等工作，加强出院“复阳”患者管理。坚持群
防群控，压实各方责任，守住社区、口岸、边
境等防线。继续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的关心
关爱，保护他们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指导
各地做好新冠肺炎与原发基础疾病分类救
治，有序恢复正常医疗服务。

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呈暴发增长态
势，经陆地边境输入风险上升。近日我国陆
地口岸入境确诊病例数超过航空口岸入境
确诊病例数。各边境省（区）党委政府要对本
地区防范疫情跨境输入负总责，层层压实属

地防控责任，做好应对预案和检疫设施、留
观场所、防护物资、医护人员等准备，分类施
策精准防控。国家要支持边境地区提升实验
室检测、医疗救治等能力。强化边境口岸管
理和卫生检疫，对所有边境口岸入境人员实
行闭环管理。严格边境地区交通管控，落实
边境便道和重点地段管控责任，加强边境抵
边村屯人员管理，对边境经济合作中心、边
贸市场、互市点等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在做好防控前提下保障国际货运流通。

会议指出，要坚持应急处置与常态化防
控相结合，分区分级恢复生产秩序，有力有
序推动复工复产提速扩面。低风险地区要因

地制宜调整优化复工复产中的防控措施，及
时梳理和取消前期应急防控时采取的、与目
前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不相适应的措施，保障
必需的防控物资和应急处置能力，既防止掉
以轻心，也要防止“一刀切”。压实企事业单
位主体责任，科学精准做好本单位疫情防
范，这有利于顺利推进复工复产。要落实员
工个人防护要求，合理安排复工复产中的人
员流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员聚集和集体
活动。一旦发现疫情要立即报告，启动应对
预案予以妥善处置，公开透明发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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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中国男子跳高名将张国伟日前
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决定退役，告别运动员生涯。

5日下午，张国伟在个人微博中写道：“对不起，我真的
跳不动了，我决定退役了。”就在不久前，张国伟还在海外参
赛，对于这一突然的决定，众多网友表达了关心，但他本人并
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即将年满29岁的张国伟出生于山东烟台，是中国田径
队近年来的明星运动员之一。2015年，张国伟迎来职业生涯
巅峰时刻，他不仅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到2米38，距离名宿
朱建华保持的2米39的全国纪录只有一厘米，并且在北京
田径世锦赛上收获银牌。

但近年来，由于伤病等多方面因素的困扰，张国伟的状
态一般，在里约奥运会上只跳出2米22，无缘决赛。

中国跳高名将张国伟退役

加大力度惩治隐瞒疫情入境者
让违法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副司长

宋悦谦6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针对少
数抱侥幸心理，在海关卫生检疫环节隐瞒疫情、掩盖症状企
图蒙混过关的入境者，海关部门将运用多种手段加大惩治力
度，提高违法成本，让违法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宋悦谦说，海关部门将把被处罚人员列入海关失信旅客
“黑名单”，在进出境环节对其行李进行 100%开箱人工彻
查，有同行人员的，对同行人员的行李一并予以严查；对被处
罚人员的进出境邮件、快件进行100%开箱人工彻查；被处
罚人员属于海关实施信用管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财务负责人、关务负责人等管理人员的，其违法行为将作
为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参考依据；被处罚交通工具的所
有人或经营人属于海关实施信用管理企业的，被处罚交通工
具的违法行为将作为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参考依据。

据介绍，被处罚人员属于公务员、法律法规授权管理
公共事务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等，将通报其所在单位或相关主管部门依法依纪处理；被
处罚人员属于海关监管企业的工作人员，如进出境检疫处
理单位、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等，
对这些单位将采取提高抽查比例、加严检疫监督等更为严
格的管理措施。

此外，海关将加大对被处罚人员违法情事的曝光力度，
除在海关总署官方网站和地方信用网站公开被处罚人员相
关信息外，还将通过各种媒体将案件信息公之于众，使违法
者无处遁形；各地海关将依托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将被处罚
人员的违法信息归集到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地方相关
部门依法采取联合惩戒措施。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武汉市将于4月8日起，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荆楚大地正
在逐步恢复往日的容颜。各国媒体高度关注，认为正在走向胜利的武
汉，给全球带来“曙光”。

中国方案备受关注，中国力量激励人心。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生命重于泰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峻的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冲锋在前、英勇奋战，医务工作者和支援湖北医疗队员白衣执甲、逆行
出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即动、勇挑重担，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
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广大群众众志成城、
踊跃参与。

今天，在这场严峻斗争中淬炼出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上再次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断汇聚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这是万众一心向前进的中国精神——

众志成城 舍生忘死

大战当前，闻令而动，英雄向险而行。
每到危难关头，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激发出无穷力量——
除夕夜，3支军队医疗队、450名勇士先

期抵达武汉，第一时间批量接收患者，第一时
间进入隔离病区，第一时间诊治危重病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 4.2 万多名医护工作
者，悬壶入荆楚，白衣作战袍。和湖北50多
万名医护工作者携手，在救治一线与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

6.3万名公安民警、5.6万名公安辅警，在
荆楚大地驻守医院、转运病人、执勤路口、日夜
奔波，在各自岗位上确保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总人数超过10万名的社区工作者、注册
志愿者、机关干部，走出家门，服务社区，排查
患者，在武汉三镇筑牢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

……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疫情防控成为一场

人民战争，全国人民都在以不同形式参与抗
疫。”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凌云说，大家
团结一心，共同抗击疫情，体现了中华儿女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

直面疫情肆虐的残酷，亲历生离死别的
悲恸，但战“疫”勇士们依旧义无反顾、冲锋
陷阵。他们的舍生忘死，英勇奋战，正是中华
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写照。

俯身上前、开放气道，剧烈的胸腔气流
携带着新冠病毒喷溅而出；撑开下颌，探下
喉镜，塞入救命的气管套管，连接呼吸机，病
人的血氧饱和度开始回升。

这样的生死搏斗，对武汉同济医院光谷
院区气管插管小分队来说，已成工作常态。

“顾不上辛苦，没时间害怕。因为给麻醉
医生的机会只有一次。”光谷院区插管小分
队队长高峰说。

没有硝烟的战场，直面生与死的考验。

两个小时内将门诊部改成发热门诊和
留观病房；3天内完成全院既有499名其他
疾病患者的转移工作，整体改造建好300张
隔离床位……一批批患者的生命抢救回来
了，而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生命的刻
度，永远定格在了51岁。

被病毒感染、从院长成为病人后，他依
旧没放下身上的担子，时刻关心着“病人收
进来没有？院内感染防控做到位了吗？”

这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与病毒的战
斗，一直持续到生命最后一刻。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
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在这场抗疫斗争中，广大“90 后”“00
后”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中国青年的担当与
责任。仅在支援湖北医疗队伍中，就有近三
分之一“90后”。

这是千磨万击还坚定的中国品格——

坚韧不拔 同舟共济

31个省区市“无一幸免”，超过8万人感
染病毒，累计死亡人数超3000人……这是
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疫情。

沉重的压力，巨大的考验。
入院一个多月来，42 岁的患者刘先生

历经肺功能严重受损、气胸等多重生死考
验。同济医院急诊与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树生
团队始终没有放弃，对症施治、顽强奋战。

3月10日上午11时，刘先生成功撤离EC-
MO；1小时后，又成功脱掉呼吸机。11日，经受
住脱机24小时严峻考验的他，宣告脱离险境。

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决不放弃。这是医
生对病人的承诺，更是国家对人民的承诺！

坚韧不拔、同舟共济，凝聚起万众一心
攻坚克难的磅礴伟力。

在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千千万万个普
通市民识大体、顾大局，自觉服从疫情防控
需要，以牺牲和奉献、坚持和努力，等待着春
暖花开的那一天。

2月29日凌晨，志愿者王震驾驶着自己
的小车，一路开着双闪，向着武汉市妇幼保
健院奔驰而去。他的身后，是一位羊水已破
的待产孕妇和家属。

非常时期，王震和其他5名志愿者共同
组成“W 大武汉紧急救援队”，24 小时机动
待命，志愿接送缺乏交通工具去医院的待产
孕妇，成为一个个“新生命的摆渡人”。

社区工作者维持小区正常生活运转，志
愿者通宵达旦转运物资，环卫工定时定点清
扫街道，民警不分昼夜驻扎巡逻……

从天而降的英雄，其实都是挺身而出的
平凡人物。“这个劲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
解决。”钟南山院士说，“武汉本来就是一个
很英雄的城市。”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感慨，优秀
的中华民族精神不仅仅写在我们民族的文化
典籍中、流传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长河里，也鲜
活地存在于当下、光大于现时代。“这是我们
民族精神基因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推动着伟
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这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中国力量——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这场发生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的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是对中华民族意志品质和斗争
精神的重大考验。

斗争精神，早已深深熔铸在中国共产党
的血液中。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
之时，中国共产党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
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
发展、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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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疫情，敢不敢上，考验斗争精神；能
不能赢，考验斗争本领。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3月

10日下午，武汉洪山体育馆外，医护人员挥
舞旗帜，齐声高喊。

这一天，49名患者作为最后一批出舱者，
正式告别洪山体育馆改建而成的武昌方舱医
院。至此，武汉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回想一个多月前，面对数以万计、与日
俱增，且远超医疗资源负荷极限的确诊病
患，全国人民都在担心：武汉如何应对如此
庞大的“移动传染源”？如何实现“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

建设方舱医院，用好方舱医院，成为关
键举措。短短10多天时间里，16座“生命之
舱”在武汉三镇拔地而起，大幅扩容收治能
力，托举起生命的希望。

运行一个多月以来，方舱医院实际开放
床位1.3万余张，累计收治轻症患者1.2万余
人，实现了从“人等床”到“床等人”的转变，
彻底扭转了武汉曾经的被动局面。

——关闭离汉离鄂通道，有效切断传播
途径；

——迅速建设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
院、方舱医院和大量隔离场所，解决病人收
治难题；

——集结全国精锐力量，坚决打赢武汉
保卫战、湖北保卫战……

不懈的拼搏、持续的奋斗，终于使以武
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

3月17日起，支援湖北医疗队开始分批
次有序撤回。“谢谢白衣天使”“英雄一路顺
风”……阳台窗边、道路两旁、机场车站，武
汉和湖北人民以各种方式致敬逆行勇士，感
恩的话语在一座座城市上空久久回荡。

“这场抗疫斗争生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我们党强大的政治优势、组
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得到充分体现。”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
说，迈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不可能一路坦途，但
只要坚定“四个自信”、发扬斗争精神，我们一
定可以闯过一个个新的娄山关、腊子口。

（据新华社武汉4月6日电）

武汉市将于4月8日起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武汉铁路相关工作人员连日
来忙碌在工作岗位上，为4月8日列车开行做准备。图为4月6日，武汉动车段两名维修
人员检查维修高铁动车组。 新华社发

从磨难中奋起
——武汉战“疫”凝聚中华民族磅礴力量

全国扶贫项目开复工进一步提速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各地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目前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
扶贫龙头企业及项目开复工进一步提速。

记者6日从国务院扶贫办获悉，3月份以来，各地党委政
府在组织发动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方面持续发力，贫困劳动
力外出务工进一步加快。截至目前，25个省份已外出务工贫
困 劳 动 力 2085.94 万 人 ，相 当 于 去 年 外 出 务 工 总 数 的
76.43%，较3月6日提高24.4个百分点。

目前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及扶贫车间、扶贫龙头
企业、扶贫项目开工复工进一步提速。为化解疫情对脱贫攻
坚的不利影响，促进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近日国务院扶
贫办和财政部下发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光伏扶贫促进增收工
作，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实现稳定增收脱贫。

25个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2085.94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