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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崔曜）重庆日报记者1月25日
获悉，为切实切断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进入我市，全市火车
站、高速公路和机场等交通运输领域已采取多项举措全力落
实疫情防控工作。

多措并举，联防联控
按照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市交通局正全

力落实交通领域疫情防控工作，采取了以下措施:
落实交通运输管控措施方面，1月22日，重庆暂停与武汉

的包车往来，1月23日暂停与武汉的班线客车往来（共10条
线、19辆车），1月24日暂停水上“两江游”和重庆往返宜昌的

三峡游轮。
启动交通应急响应方面，我市主城机场、码头、车站、9300

辆公交车、329公里轨道交通、1.4万辆出租车已全面布置通
风、消毒防控措施，由运输企业组织采取日消毒制度。

实施防疫筛查方面，1月24日，在我市与湖北省交界的高速
公路启动设卡检疫；1月25日，在全市高速公路与外省毗邻的21
个省界服务区和主要国省干线46个省际入口设置检疫站；全面
配合卫健部门，在码头、车站落实重点关口实施体温筛检等。

同时，在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交通部门与市
卫健委、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政府协作，共同抓好重点场所筛查、
疑似病人隔离处置等工作，形成联防联控合力。 （下转3版）

严把入口 多措并举

切实切断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入渝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1月25日农历正
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
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决定，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
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
一线的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同志们表示衷心
的感谢，向全国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湖北各族干
部群众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
家庭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强调，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都同你们站在一起，都是你们的坚强
后盾。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

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只要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
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习近平指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做
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加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坚定不移把党
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贯彻落实情况要及
时向党中央报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
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在防控疫情斗争
中经受考验，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及时发声指
导，及时掌握疫情，及时采取行动，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要加强联防联控工作，加强有关药品
和物资供给保障工作，加强医护人员安全防护工
作，加强市场供给保障工作，加强舆论引导工作，
加强社会力量组织动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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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强调，湖北省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始终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多次听取汇报、
作出重要指示，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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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
挥联防联控机制作用，加强统筹调度，及时研究
解决防控工作中的问题，各项防控措施正有力有
序开展。

会议指出，要分类指导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事关全局。湖北
省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采取更
严格的措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对所有患者进
行集中隔离救治，对所有密切接触人员采取居家
医学管理，对进出武汉人员实行严格管控，坚决
防止疫情扩散。要切实保障湖北省和武汉市各
种物资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正常基本生活。其他
所有省份要加强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和防控，
严格隔离确诊患者，对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要
按医学要求进行隔离和检查。各市县乡（镇）要
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应急预案和应对准备，必要
时立即启动。各地要减少春节期间大型公众活
动，尽量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

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要按
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
原则，将重症病例集中到综合力量强的定点医疗
机构进行救治，及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要尽快
充实医疗救治队伍力量，把地方和军队医疗资源
统筹起来，合理使用，形成合力。要不断完善诊
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尽快明确诊疗程序、有
效治疗药物、重症病人的抢救措施。

（下转3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图①：1月25日，黔江区疾控中心医务人员在
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病原学检测。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我市各地医疗机构及时采
取应急措施，取消春节假期，坚守岗位，全力以赴
打赢疫情阻击战。 特约摄影 杨敏

图②：1 月 25 日凌晨，江津区双福国际农贸
城，工人正将南瓜装车。为保障春节假期市场供

应，双福国际农贸城24小时不间断对蔬菜进出场
量、交易价格、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进行监测，以便
适时调配货源。

记者 谢智强 摄
图③：1月25日，在重庆机场T3航站楼国内到

达口，机场工作人员正手持红外线测温仪对国内
到达旅客进行实时体温监测。 （重庆机场供图）

春节里的坚守

■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
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
作来抓。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
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
挥，在防控疫情斗争中经受考验，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及时发声指
导，及时掌握疫情，及时采取行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加强
联防联控工作，加强有关药品和物资供给保障工作，加强医护人员安
全防护工作，加强市场供给保障工作，加强舆论引导工作，加强社会
力量组织动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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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月
25日晚，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第一时间传达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
深化落实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敏尔主持
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
组组长唐良智，市委常委，市政府负责同
志参加。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专门听取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
研究、再部署、再动员。这是在疫情防控
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关键作用的会
议，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彰
显了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人民情怀，进一步坚
定了我们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
决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迅速学习
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党中央加强对
疫情防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
深刻领会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
要领导干部提出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进
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大部署，把疫
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让党中央放心，让
人民群众放心。

会议强调，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要清醒认识我市疫情防控面临的

严峻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深
化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举措，坚决遏制疫
情蔓延。要加强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
和防控，强化联防联控，强化交通流动面
和社会面协同，落实车站、机场、码头等
重点场所及汽车、火车、飞机等密闭交通
工具的防控措施，全覆盖网格化排查社
区、乡村，及时掌握人员流动情况，严格
隔离确诊患者，对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
者要按医学要求进行隔离和检查。严格
控制春节期间大型公众活动，避免人员
大规模聚集。要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
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确定综
合力量强的定点医疗机构，完善诊疗方
案，对重症病例集中救治，及时收治所有
确诊病人。加强患者医疗救治费用保
障，关心和保护好广大医疗卫生人员，做
好防护设备配置、防护措施落实。要依

法科学有序防控，做好疫情监测、排查、
预警等工作，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就地留
观，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及
时有效阻断疫情扩散。要加强源头防
控，加大对重点场所特别是农贸市场、集
贸市场、超市的禽类、野生动物等交易的
监管。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
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
解读工作，增强群众自我防病意识和社
会信心。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
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党政领导干部特
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
挥，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及时发声指导，
及时掌握疫情，及时采取行动，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
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杨
帆 张珺）1月25日下午，
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一级响应工作调度会
议，对进一步做好我市疫情
防控工作作出部署。市委
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敏尔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坚持生命至上、防治为
先，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
度负责，严格落实一级响应
工作机制，科学防控、科学
组织、科学指挥，深入抓好
医疗防治、交通管控、社区
乡村防控、舆论舆情引导等
工作落实，强化人财物保障
和组织指挥保障，全力以
赴、众志成城，坚决打赢全
市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市委副书记、市长、领
导小组组长唐良智主持，领
导小组副组长出席。会议
听取了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汇报，万州区、渝北区、九龙
坡区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

陈敏尔指出，我市发现
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病例以来，疫情防控
形势日益严峻。面对突如
其来的疫情，我们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
求，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调
度，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及时启动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各级各部门和医务工作者
夜以继日地战斗在防控一
线，疫情防控工作正有序推
进。我们坚信，有习近平总
书记的关心重视和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有全市上下的
共同努力，特别是有无私奉献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各条战线的同志们的艰
苦奋斗，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陈敏尔强调，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作为重大责任
切实抓紧抓实抓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要全力做好医疗救治面防控工
作。坚持生命至上、防治为先，严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工作要求，调配精干力量和医疗资源，提高救治能力。坚持主动防控、科
学防控、精准防控，强化疑似病例深度精准跟踪，确保医学观察及时到位，
做好分类救治、分类管理。把分散救治和集中收治结合起来，提高应急保
障能力。强化医务人员防护，切实保障自身健康和安全。加强分析研判，千
方百计提升防治水平，提高治愈率、出院率。要全力做好交通流动面防控工
作。严把入渝关口，建立“排查关”，把好“前哨关”，严防输入性风险。紧盯
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码头等人员流动重点场所，落实好入渝人员排查、检
验和隔离等措施。要全力做好社会面防控工作。坚持关口前移，深入细致
搞好社区、乡村入户调查，用好大数据手段协助排查，尽最大努力发现隐
患。严格落实景区、住宿、餐饮等人流集中场所防控措施。引导群众加强自
身防护，积极配合疫情防控，最大限度减少人流和聚集活动。加强春节后
农民工返程、学生返校等人员流动情况研判，提早做好应急预案和防控准
备。要全力做好社会舆论舆情面防控工作。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
布疫情防控信息，严格落实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决不允许缓报瞒报漏
报。加强宣传引导，发出好声音、凝聚正能量，营造齐心协力防控疫情的
良好氛围，严厉打击各类造谣传谣行为。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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