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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聚集、流动带来的风险，本

报从2月3日起临时休刊6期。今日起

上线电子报，每期4个版，读者可登录

精神文明报网（https://www.jswmb.

cn）浏览当日数字报纸。本报恢复纸

质报纸印刷投递时间视管控措施调整

情况而定。

在此期间，您也可以通过登录精

神文明网（http://www.jswmw.com.

cn）、四川文明网（http://www.sc-

wmw.cn），关注文明四川微信公众号

（scwmw2013）、文明岛微信公众号

（wm_dao）等方式获得我们提供的更

多新闻和服务。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祝阖家安康！

本报编辑部
2020年2月11日

告读者

新华社北京 2 月 6
日电 为认真贯彻落实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关于打赢疫情防控

阻 击 战 的 重 要 部 署 要

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提高文明素质和自我保

护能力，进一步凝聚人

心、鼓舞士气，中央文明

办近日发出《关于在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

针对性地开展精神文明

教育的通知》。

《通知》强调，要运

用媒体公益宣传等多种

形式，增强人们的自我

防护意识和能力，加强

对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

控知识的了解；教育人

们养成讲文明、讲卫生、

讲 科 学 的 健 康 生 活 方

式，强化尊重自然、保护

动物的生态文明意识；

引 导 人 们 保 持 积 极 乐

观、理性平和的良好心

态，坚定战胜疫情的信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和融媒体中

心要根据疫情防控工作

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创

新工作方法，切实发挥

好服务群众、教育群众

的作用。广大志愿者、志

愿服务组织要积极参与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普及

工作，在专业机构统筹

调配下做好疫情防控相

关辅助工作。

《通知》强调，疫情当

前，要在公民道德建设工

程中更加注重发扬中华

民族扶危济困、协作互助

的优良传统，更加注重培

育文明有礼、助人为乐的

社会公德，更加注重强化

遵守秩序、保护环境的责

任意识，更加注重倡导守

望相助、共度时艰的人际

关系，大力弘扬共筑美好

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打

造有利于疫情防控工作

平稳有序开展的社会环

境。要把抗击疫情斗争作

为培育民族精神、弘扬人

间大爱的伟大实践和生

动教材，以选树道德模

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

等先进典型为载体，关注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广大医

务工作者和基层干部群众中的先进群体和先进人

物，讲述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展现中国人民团结

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凝聚众志成城抗疫情

的强大力量。要发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群众性优

势，发动广大群众打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截断

病毒传播的途径。全国文明城市（区）和提名城市

（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要

在抗击疫情中切实发挥带头作用。

《通知》要求各级文明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疫情防控工作作

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

际抓好组织协调和指导督促，推动精神文明教育

工作任务落实落地，努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压力再大、困难再多，我们也要坚决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这是笔者连

日来在各地疫情防控一线采访时，听到最

多的一句话。

病毒肆虐，举国抗击。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启动后，各地阻击疫情决

策速度快、动员规模广、依法落实严，正在

汇聚起全民“战疫”的强大力量。

兵贵神速！

1 月 26 日深夜，安徽蚌埠医学院二附

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单文明的电话铃声急

促地响起。

“是不是要去武汉？我可以！”电话那头

还没有说话，他先急切地请战。

那一夜，安徽 50 名重症医学类护士、

135名医生火线集结，第二天即赴武汉。

这是一张和疫情赛跑的时间表：

1 月 23 日，湖北武汉宣布“封城”，决

定建设火神山医院；

1月23日，浙江、广东等地陆续启动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1月24日，解放军派出3支医疗队450

人驰援武汉；

2 月 2 日，火神山医院仅用 10 天建成

交付；

……

快！再快一点！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加

速奔跑、英勇奋战。医务人员逆向而行，奔

向最需要又最危险的地方。

公交减运或停运，商场关闭，“贺岁片”

下线，风景区、文化场馆“闭门”，春节活动

取消……极短的时间内，各地应急决策果

断出台，休假中的干部职工迅速到位。

浙江，建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工作机

制，实施最严格的隔离医学观察和疫情监

测；安徽，部署“三防三查三加强”举措，要

求源头防控、防聚集管控及宣传引导到

位；河南，快速排查从疫区返乡或与病例

密切接触的人员；山东，大力推行“网上办

公”和“网上办事”，阻断病毒传播途径。

防控速度快一分，前线安全多一分。这

几天，每天有 550 套医用防护服由安徽莫

尼克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运往武汉。自 1月

26日接到“军令”到正式复工，他们仅用了

3天。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1月26日，我国防

控物资复工复产面达到40%；2月 2日，口

罩复产约 60%、红外体温检测仪复产约

50%、医用酒精复产率55%。

在鼠年春节长假里，全国各行各业、各

个岗位不讲条件、不畏困难，高效运转、同

舟共济。

全国一盘棋！

河南省上蔡县邵店镇十里铺村，设置

了疫情防控卡点，来往村民逐个登记、测

量体温。

“划片划区、责任到人！”十里铺村驻村

第一书记宋发启说。

全国一盘棋，这是一场全国总动员的

战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有力

协调、调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之力

战“疫”。

全面动员，跨行业多部门攥紧“拳

头”——

上至中央下到市县，普遍建立起应对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1 月 20 日起，国

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成员单位共 32个部门，当日起在全国

范围内实行病例日报告制度。

地方党政各部门明确职责、分工行动。

1月 21日起，湖南、安徽等地省委、省政府

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疫

情防控工作。各地医卫部门做好病人诊

治，地方落实人群排查，财政、经信、公安、

交通运输等部门分头落实经费保障、物资

调配、道路管制等工作。

自上而下，城乡遍地全覆盖——

在城市，权威防控专家的科普覆盖媒

体终端；在农村，大喇叭在乡间小路循环

播放。从社区到农村，从机场到车站，拉开

了一张“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的大网。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枫林社区党委

书记金胜男，负责辖区内 148 家企业和

696 户居民的防控排查和宣传工作。合肥

市经开区锦绣社区 120 名工作人员，摸排

了辖区全部21664户居民的情况。

军地携手，齐心协力抗疫情——

在湖北，解放军不仅派出医疗队投入

救治工作，还担负起武汉市生活物资的网

点运输保障。

党旗高高飘扬在防控一线。安徽岳西

县采取县级领导包保乡镇、县直部门负责

人包保村和社区、党员干部包到户，截至2

月 4日已摸排涉武汉人员2500余人，及时

予以隔离观察。

普通群众汇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

量。那一份份摁着红手印的“请战书”、

一张张被口罩勒出血痕的脸庞、一个个

捐出口罩的无名背影，都是共克时艰的

硬核力量。

“严”字当头！

春节返乡的张章乘坐火车从重庆回到

合肥，经停武汉 5分钟。一进家门，他就收

到了排查病例、“急寻同行人”的信息。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上海、重

庆、安徽等地建立起“不漏一人”的“信息

网”，方便防疫人员追踪、预测疫情，把疫

情防控工作抓实抓细。

防控就是责任，这是一场纪律严明的

战役！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各地公安部门依

法对故意隐瞒病情、拒不执行防控措施的

人员加大了惩治力度。

青海警方对故意隐瞒真实行程和发热

咳嗽症状的苟某，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

侦查；福建警方对造成家族聚集性发病案

例的张某某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

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的干

部，各地启动“火线问责”。湖北对省红十

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张钦予以免

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

对“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

志红予以免职。

令行禁止，“严”字当头。江苏省扬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出“顶格罚单”，拟对扬

州红太阳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高价出售口罩

处以138万余元罚款。

这是一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

考，这是一场考验意志信念的战“疫”。把

落实工作抓实抓细，同时间赛跑、与病魔

较量，压实责任，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新华社 刘菁 代群 姜刚 马姝瑞 张紫
赟 张浩然 王俊禄）

标题新闻

◎教育部、财政部：

要密切关注疫情对学生家
庭经济状况、学习生活成
本等方面的影响

◎两部委：加强零

售、餐饮企业疫情防控
工作

◎五部门：强化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
支持

◎19部门出台意见

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
发展

◎国家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多措并举稳定劳
动关系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当亿万只手紧握在一起……
——战“疫”一线感受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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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会
援助湖北2000余万元资金
将公布每一笔资金去向

新华社武汉2月9日电（记者 谭元斌）战疫当

前，全国工会加紧援助湖北，截至 8日，湖北省总

工会已收到相关援助资金2265万元。

这是记者9日从湖北省总工会获得的消息。这

些资金中，全国总工会援助400万元，北京市总工

会援助800万元，广东、安徽、浙江、贵州四省总工

会分别援助 300万元、330 万元、200万元、100万

元，三峡集团工会援助 135 万元。此外，全国总工

会还捐助消毒剂200吨、口罩2万只。

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说，将充分尊重援助方

意愿，援助款项主要用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

施工人员、一线后勤保障人员、全国各地支援湖北

疫情防控工作的医疗队员，也可以购买保障重点

人员的防疫物资。援助的重点是因履行公职感染

新冠肺炎病毒确诊、因履行救治新冠肺炎病人受

伤隔离或住院的医务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以及

因履行公职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去世的医务人员。

所有援助款，湖北省总工会将全部下拨到市

县以下和重点施工企业。使用援助款慰问的对象，

一律实行实名制。湖北省总工会还就减轻基层工

作负担，简化程序、便捷发放等事项作了原则性规

定。同时，每一笔援助款的去向均向社会公示，接

受公众监督。

防疫路上的亮丽风景
——全国志愿者抗击疫情在行动

本报记者 胡桂芳

他们身穿红色马甲，胸戴党徽，挨家

挨户摸排、登记、宣传；他们在寒风冷雨中

走在防疫最前线，向居民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引导群众正视疫情并自觉参与防控；

他们手握一把扫帚、肩背一个喷雾器，在

街头巷尾、小区楼院整治卫生死角，消杀

病菌……连日来，防疫路上，全国志愿者

在行动。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当前，

在全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

严峻斗争中，无数志愿者响应习近平总书

记号召，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投

身疫情防控一线，从整体到细微，处处用

心，将防控疫情的决心作为杠杆，不分你

我共同参与战“疫”，充分彰显了爱心善意

和责任担当。

科学有序，确保疫情防控
有力见效

“龙井街需要 12 名入户摸底和宣传

的志愿者”“贡井新马路社区需要 2 名志

愿者提供便民服务，2名志愿者在社区街

道消毒”……近日，在四川自贡防疫应急

志愿者群里，不时地发布着防疫工作需要

志愿者的信息。“报名！”“我参加！”群里

的志愿者积极响应着，志愿岗位很快就抢

认一空。

“现招募志愿者，疫情防控工作做到

不漏一人，细心严查，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2月3日，

记者在“富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微

信公众号的“志愿服务”版块上，看到多条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发布的招募志愿者

信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

后，陕西省富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第

一时间向全县广大志愿者发出了倡议书，

并先后发布了 40 余条招募信息，数百名

志愿者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指导下，

积极参与防疫工作。

“多消毒来勤洗手 杀死病毒没后患……”

连日来，在四川省隆昌市大街小巷，时常

听到这样通俗易懂、接地气的“顺口溜”。

疫情发生后，四川省隆昌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立即成立“金喇叭”疫情宣传志

愿服务队，35 辆载着疫情防控宣传音箱

的私家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宣传播放疫

情防控知识，85 名志愿者在城区和乡镇

开展疫情防控宣传的同时，还挨家挨户

上门排查登记，向社区居民发放告知书，

着力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防

护能力。 (下转2版)

22月月11日日，，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街道上坝社区江南文君苑里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街道上坝社区江南文君苑里，，志愿者给居民讲解疫情防控相关知识志愿者给居民讲解疫情防控相关知识

连日来连日来，，江西省泰和县上圯乡通过江西省泰和县上圯乡通过
线上广播向群众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线上广播向群众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