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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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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
措，14亿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同疫情展开顽强斗争，付
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
展。

近日来，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并快速蔓延，令世界公共卫
生安全面临极大挑战。据世界卫生组织4月5日数据，全球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113万例，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已达200多个。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

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维护人类共同家园。疫情发生以
来，中方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
任态度，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
社会分享防控、治疗经验，加强科研攻关合作，并尽力为各方
提供援助，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可。

新华社记者根据媒体报道和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科研机构等有关方面了解到的信息，对中国在同世界携手
抗疫过程中，在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分享防控经验、推进疫情
防控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主要事实，以时间顺序进行梳理，现
公布如下。

（下转6版）

中国发布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纪事

□新华社记者

沧海横流、江河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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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来，疫情汹汹！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举国上下、大江南北、各行
各业，14亿人民动员起来，全力
以赴投入这个事关生死、不见硝
烟的战场。湖北和武汉成为主
战场。

“如果发生意外，遗体捐献
医学解剖研究；如果脑死亡，捐
献所有器官用于移植。”2月11
日凌晨1点，贵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妇产科医生李健伟接到支

援湖北的紧急通知后，写下这样一份特殊的“遗书”。
此时，湖北疫情形势危急，确诊数和死亡病例不断攀升。来

不及与身处四川泸州的家人告别，李健伟迅速奔赴前线。直到
一个多月后，李健伟支援的湖北鄂州市雷山医院感染二病区，原
本住满的50张病床只剩下10多个病人，他才将出征前的准备
和这封“遗书”告诉家人。

“当时确实是什么后果都想到了，但疫情当前，医生、护士就
是战士。站出来、上前线，这是天职。”李健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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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消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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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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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今年清明节，受疫情影响，现场祭扫
需提前预约，96000殡葬服务热线一天最高接听电话达2000
个。4月6日，记者从市殡葬管理中心获悉，从3月23日开始接
受群众预约祭扫以来，96000殡葬服务热线累计接到清明祭扫
转接预约和咨询电话11269单。清明节期间，全市现场祭扫群
众504174人，较往年大幅下降。

市民政局数据显示，4月6日，全市共有174个殡葬服务机
构（含公墓陵园）开放祭扫，现场祭扫群众60312人（主城43531
人，区县16781人）。殡葬服务机构（含公墓陵园）提供代客祭扫
服务111次、组织集体祭扫服务3次。

我市预约祭扫、错峰祭扫效果明显

今年清明
现场祭扫人数大幅下降

□本报记者 李珩

“春暖花开，终于见到你！”4月6日，重
庆赴孝感支援队首批669名队员结束了为
期14天的集中健康休养回家，他们中不少
人已与家人分别72天。

这669名队员分别来自市卫生健康委
机关及重医附一院、市中医院、南川区人民
医院等医院，涉及驰援孝感第一批、第六批、
第十批、第十三批和第十七批队员。

回家
当天上午9时，简短的医疗队解散仪式

在重庆心景乐养酒店举行，队员们挥舞着手
中的小国旗，满心欢悦。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重庆赴
孝感支援队从1月26日起陆续出发，主要
在孝感市中心医院、孝感东南医院、孝感市
第一人民医院、孝昌县人民医院、大悟县中
医院、云梦县人民医院实施医疗救治工作，
支援队共812人，在鄂期间管理患者1107
人，治愈出院1097人，治愈率达99.1%。”对

口支援队联络员石任重代表医疗队报告说，
医疗队完成了市委、市政府定下的“打胜仗、
零感染”目标，现集中健康休养完毕，准备返

回原工作岗位。
在仪式现场，不少群众自发前来送别英

雄。身着绿化工作服的董志惠十分惹眼，她

一边拍照一边告诉记者：“今天专程来送送
他们，他们太伟大了，为他们点赞！”

在渝警骁骑的护送下，白衣英雄们回家
了。在綦江、璧山、忠县、南川等地，当地群
众从高速路口就开始夹道相迎，大家拉着

“春风十里 只为迎您”“欢迎回家 我的英
雄”等横幅，挥舞旗帜，向英雄致敬。

温暖
家人，是医疗队员们心底最大的牵挂，

也带给他们无限的温暖。上午11点过，当
大巴车出现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市
人民医院）大楼前，图图就嚷嚷开了，“爸爸
来啦！是爸爸回来了！”

车停稳后，图图抱着一大束花跑到车门
前，看到爸爸张浩一下车就扑到他怀里。张
浩是该院心内科主治医师，2月17日支援
孝感后，图图就只能通过视频看到爸爸。为
表达自己对爸爸的思念，图图向妈妈提议

“用自己的压岁钱给爸爸买束花”。虽然嘴
上没说什么，张浩的眼眶却红了，紧紧地抱
住妻子和儿子。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市人民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刚几
乎一夜没睡，“想到要回家了，内心很激动。”

让他没想到的是，同在一个医院的妻子
杜鸿竟然到酒店来接他回家。“回来就好，回
来就好。”杜鸿反复地对陈刚说道。

（下转2版）

“春暖花开，终于见到你！”
——重庆赴孝感支援队首批669名队员结束集中休养回家

□本报记者 陈国栋

4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委组织部
了解到，据初步统计，2019年重庆新增高层
次人才 345 名，引进各类紧缺急需人才
7000余名，目前全市人才资源总量已超过
548万人，为重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人

才智力支撑。

好政策
带来更多获得感

3月31日，拿着公司一季度的业绩报
表，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光勇的心头有底了。公司业绩逆

势上扬，销售业绩同比增长80%，为下一轮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个业绩的取得，高光勇要感谢公司的
营销总裁张新佳和他的团队。张新佳此前
在上海工作，是国际血透第一品牌——德国
费生尤斯公司的中国区营销总监。高光勇
与他接触近10年，终于在去年底，把他从上

海引进过来。
“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

才工作，人才政策越来越好，受益于优秀人
才的加盟，我们公司也发展成为国内血透领
域的龙头企业。”高光勇告诉记者。

重庆市对人才的优待，高光勇本人就深
有体会。凭着在业界的影响力，重庆市为高
光勇开辟人才评价绿色通道，破格评定高级
职称，获得评为国家级人才的机会。如今，
高光勇是高级工程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也用自
己的事例大力推介重庆的好政策，引进像张
新佳这样的优秀人才来重庆创业。

重庆在人才政策措施方面频频出招，不
断以政策红利释放人才效应，激发创新活力。

2019年，《重庆英才计划实施办法（试
行）》实施，计划5年遴选支持优秀科学家、
名家名师、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技术技能领
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等高层次人才2000
名、团队500个。已评选出的首批389名重
庆英才、95个团队，正在我市各领域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高规格成功举办2019重庆英才大会，
180余名全球知名科学家、大学校长等重要
嘉宾和1.5万余名优秀人才带着技术、成
果、项目参会，36项活动场场人气满满。

（下转2版）

出台好政策 搭建好平台 营造好环境

重庆加快构建“近悦远来”人才生态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这么好的政策，日子会越来越好！”
——贫困户杨相会“战”病记

川渝企业“手牵手”打通铝业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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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梁平区碧山镇川
主村四组，工作人员操作无人
机在平整好的田块上进行水稻
播种。这种无人机每小时可以
播种50余亩稻田，大大提高了
播种效率。

据了解，梁平区在2019年
试验成功播种 800 亩的基础
上，今年推广到3000多亩水稻
实施无人机播种，并为长寿、垫
江等地提供无人机播种水稻社
会化服务。

特约摄影 刘辉

科技助力春耕

2019年重庆新增高层次人才345名，引进各类紧缺急需人才7000余名，目前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超过548万人。

计划 5 年遴选支持优秀科学家、名家名师、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技术技能领军人

才、青年拔尖人才等高层次人才 2000名、团队 500个

推进人才安居工程，下达 3 万套人才公寓建设目标，已筹集人才公寓 1.05
万套，提供定向配租住房2.5 万套。向 21 所高校、4 个区县投
放周转编制近 4800 个，畅通特殊人才职称评定“绿色通道”，
353名特殊人才获得高级职称

培育科技型企业 16918 家、高新技术企业 3141 家，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4.8%和 12.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提高到
70.8%，科技进步贡献率 58%

重庆大力引进优秀人才

英才计划
遴选人才规划

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效果

服务人才

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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