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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1月 29
日，在万州区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医护人
员的精心诊治和护理下，该院一名确诊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救治
情况良好，符合出院标准，于当日上午
10时左右出院。这也是重庆首例治愈
出院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卫生
健康委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坚持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

重庆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蒋某，转入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后，经医护人员精心诊治和护理，病情
逐步改善，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两次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经
重庆市、区两级医疗救治专家组会诊一
致认为，患者达到解除隔离、临床治愈
出院指标，于1月29日上午治愈出院。
该病例既是我市首例确诊病例，也是我
市首例治愈出院病例。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重庆将一如既往地把患者救治作为
工作重中之重，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
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争分
夺秒、科学施治，不断提高救治效果。

（相关报道见3版）

重庆首例治愈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出院

新华社北京 1 月 29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对军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湖北省武汉市等地区

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后，
我军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启
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紧急抽组精兵强
将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

习近平强调，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全军要在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统一指挥下，牢记人民军队宗旨，闻令
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积极支援地
方疫情防控。我军承担武汉火神山医院
医疗救治任务是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

要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军地协同、坚持科
学施治、搞好自身防护，不负重托，不辱
使命。我军有关医院要全力做好患者收
治工作，科研机构要加紧开展科研攻关，
积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

习近平对军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牢记宗旨 勇挑重担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
月29日下午，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暨市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
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总指挥
长陈敏尔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更
严更实更细更快要求，科学精准有序推
进防控措施落实，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组
长、执行总指挥长唐良智主持会议并
通报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领导小
组副组长出席会议。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刻学习
领会，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深
刻领会把握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的重要要求，提高疫情
防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刻领会把
握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
联系群众优势的重要要求，全面动员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深刻领会把握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的重要要求，
确保各项防控举措落地落实；深刻领
会把握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重要要
求，凝聚起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强大力量。

陈敏尔强调，当前，全市疫情防控
工作正处在关键阶段，形势依然严峻，
任务十分繁重，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
能有丝毫松懈。全市上下要按照更严
更实更细更快的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一要全力做好医疗救治。按照“四个集
中”的原则，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的要求，充实医疗力量，完善
诊疗方案，加强分类指导，精心做好患
者救治工作。广大医务工作者战斗在一线，要加强防护措施，保护好他们的安
全，照顾好他们的家庭，让他们安心投入工作。二要全力做好交通管控。对铁
公水空等各种交通方式，国道、省道、县道、乡村道路等各类通道，实施严格管
制，杜绝输入性风险。加大市域内交通管控力度，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三
要全力做好社区、乡村防控。深化落实入户调查，加强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
场所和社会机构人员管理，进一步织密织紧网格化管理防线，做到全覆盖、无遗
漏，不留空白、不留死角。四要全力做好舆论舆情引导。加强权威信息发布，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市民客观、冷静、理性对待疫情。加强疫情防控深入报
道，生动展现党员干部和广大医务工作者、一线工作人员的感人故事。五要全
力做好物资供应保障。拓宽采购渠道，千方百计增加医疗物资、防护物资等供
给。推动相关企业复工复产，提高急需物资产能。加强精准调度，满足居民生
活需求。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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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9日，中共重庆市委印发了
《关于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 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
知》。全文如下：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一系列
重要指示，特别是1月27日关于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指示
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
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的通知》要求，结合重庆当前疫情
防控工作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切实
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的重
大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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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刻牢记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组织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
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把防控疫情斗争作
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担当作为的试金
石和磨刀石，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
的强大政治优势，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
争第一线高高飘扬。要团结带领广大
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更加从严从细
从实落实各项工作安排，精准有效科学
有序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以实实在在

的努力换取人民安心、保护全市安全。
二、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积

极担当作为，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担责、守土尽责。全市各级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要牢记“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
负责，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挺身而出、英
勇奋斗、扎实工作。各级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各
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把
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来抓，科学判断形势，精准把握疫情，
及时采取行动，始终在岗位、在状态、
在现场。 （下转4版）

中共重庆市委印发

关于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月
29日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
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的通知》要求，听取我市疫
情防控工作汇报，进一步研究部署当前
疫情防控工作。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委常
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出席。

会议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把思想统一起来、
把工作落实下去，以更严更实更细的举
措，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全面
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的重要要求，把党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
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面落实联防
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会议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市委、市
政府坚决迅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加强组
织领导和统筹调度，及时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市疫情防控
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充分认清我市疫
情防控面临的严峻形势，把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责
任心、提高执行力，努力做到存量防扩
散、增量防输入。要进一步强化医疗救
治，贯彻“四个集中”要求，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提高疫情防控
科学性和有效性。要进一步强化社会面
管控，加大市域交通管控力度，全力做好
公共场所人员登记管理，落实人员排查、
检测和隔离措施，最大限度遏制疫情蔓
延扩散。要进一步强化舆论舆情引导，
快速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防控信息，
发出好声音、凝聚正能量。要进一步强化
物资保障工作，千方百计抓好生产保供，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是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坚强保证。市委加强对全
市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指
挥，实行指挥长负责制，市委主要负责

同志任总指挥长，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任执行总指挥长，负责全市疫情防控工
作的总指挥、总调度。结合当前工作重
点分别设立分指挥长，负责相关领域的
具体指挥调度。各级党委要认清肩负
的责任使命，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挺
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确保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各级党政
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做到
在岗位、在状态、在现场，身先士卒、靠
前指挥，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
任。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
守岗位、履职尽责，在疫情防控的严峻斗
争中砥砺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让党
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的第一线高高飘扬。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
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研究部署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日前，中
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组织
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积极主动履职、有效发挥作用。

《通知》强调，要切实把围绕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做好当前组织工作作为

突出任务，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让党旗在
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要注
重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一线考察识别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重点考察是否把疫
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是

否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是否严密细致
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防控等工
作。要大胆提拔使用表现突出、堪当重
任的优秀干部；及时调整不胜任现职、
难以有效履行职责的干部；严肃问责不
敢担当、作风漂浮、落实不力，甚至弄虚
作假、失职渎职的干部。 （下转2版）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

坚 决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积极主动履职有效发挥作用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进一步研究疫情防控形势
部署有针对性加强防控工作

1月29日，万州区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重庆首例治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患者蒋某（左二）出院。 记者 龙帆 摄

■所有高速公路入渝路
口，增设人像采集系统，落实体
温检测等措施。凡“鄂”牌车辆
及湖北方向入渝车辆一律劝返
(有关物资保障运输车辆按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不听劝返的采
取留观措施。

■调整城市轨道、公交车、
出租车、网约车等公共交通运
行方式，减少人员聚集。

■立即开展机关、企事业
单位和各类组织人员全覆盖排
查，摸清春节期间外出轨迹、聚
餐聚会、接触人群等情况。

■各级各类学校(高校、中

小学、中职学校、幼儿园、托儿
所等)2月 17日(正月二十四)24
时前不得开学。

■派出10个督导组，对各
区县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督导。

■全市零售药店销售发
热、咳嗽等药品实行实名登记
报告制度。

■2月 13日 24时前，禁止
举办任何形式的群体性聚餐活
动，棋牌、网吧、KTV、洗浴等公
共娱乐场所不得营业。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
须戴口罩。

（详见2版）

我市有关方面再推系列举措
进一步从严从实从细从快防控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