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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2 月 2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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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部分省份因防控工作需要
灵活安排工作、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市场保
供，加大对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及周边重点地区
医疗防控物资支持力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精神，国务院已同意部分省份根据疫情防控
工作需要，春节后在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
行、群众生活必需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企
业、重大工程员工及时返岗的同时，其他行业可
采取灵活方式安排工作。这有利于避免节后人群
大规模流动，降低疫情扩散风险。引导具备条件
的企事业单位错峰上下班和居家网上办公等。有

序引导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错峰出行，在复工后分
批有序到岗。

会议指出，各地要确保疫情防控物资和生活必
需品等稳定供应。及时准确掌握本地区药品、防
护用品、消毒用品等疫情防控物资供需情况，采取
有力措施支持相关企业尽快复工、满负荷生产、扩
大产能。加强生活必需品供应，尽快组织粮油及
食品加工、能源等重点企业复工生产，建立重要物
资供应绿色通道，优先安排电煤、粮食、蔬菜等重
点物资运输，确保批发市场、城区物流配送畅通和
商超、便利店、社区供应点及时补货。

会议指出，保障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疫情防
控物资需要是重中之重。疫情发生后，国家从各
方面抽调人力物力集中给予支持，但湖北目前医
疗资源短缺问题仍然突出。要加快医院和床位建
设，加强医务人员队伍保障，从全国其他省份组
织更多呼吸、重症、护理等方面高水平医护人员

支援湖北。要加快推动医疗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复
工达产，优先保障武汉和湖北其他重点地区需
要，抓紧弥补湖北省医用口罩、防护服等重点医
疗防控物资缺口。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各成员单
位要主动担责、加强协调，帮助解决重点医疗防
控物资的生产、运输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卫生健
康委要尽快完善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分类使用标
准，为有限资源精准使用提供依据。所有紧缺物
资实行国家统一调度。湖北省要做好医疗防控物
资管理、优化配置使用。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压实属地责
任，推动防控力量下沉，坚持公开透明，更好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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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主持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加大对湖北重点地区医疗防控物资支持力度
王沪宁出席

据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2 月 1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赴疫
情防控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考察，强
调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力保障重点医疗防控物资生产供应，优化
调度，优先保障重点地区需要，同时保障好生活
必需品供应，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必要条
件。

李克强听取了当前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重点防控
物资生产、调度和保障情况汇报。李克强说，加快医
疗防控物资生产、增加供应保障能力，是降低疫情感
染患者死亡率、提高治愈率和做好防控工作的必要条
件。增加供应就是增强抗击疫情的战斗力。要充分

挖掘潜在产能，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争分夺秒增加生
产，还要创造条件扩大产能。要完善不同场所、不同
人群科学使用医疗防控物资的标准，医护工作者战斗
在抗击疫情第一线舍己救人，自身也需要防护，重点
医疗防控物资首先要保证他们的需要。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要加强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全国统一调度，各
职能部门要齐心协力，对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等疫情
防控重点地区，医疗防控物资要优先保障。

李克强分别与生产医用防护服、口罩的河
南、福建两地企业视频连线，对加班加点工作的
工人们表示慰问。企业介绍目前生产情况，均表
示要抓紧生产，为全国防控疫情出力。李克强询
问企业生产还有哪些困难、原料等是否能有效保
障。他说，疫情防控是当前全国上下共同的紧迫

任务，医疗防控物资保障供应是其中的重要一
环，生产企业是抗击疫情的“军工厂”，多生产一
件产品，就是对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多一重保
护、多一道安全屏障。希望你们开足马力，保质
扩量增加生产。

李克强叮嘱随行有关负责同志说，随着疫情防
控工作的持续推进，群众生活必需品保供任务会加
重。要保障好蔬菜、肉食、蛋奶等的供应。各地要
努力增加供给，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畅通绿色通道，
协调做好物流配送，保证批发市场、超市、便利店补
货及时、正常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依法严惩哄抬
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等行为，打击假冒伪劣，
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活。

刘鹤、肖捷、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李克强考察疫情防控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强调

全力保障重点医疗防控物资生产供应

李克强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指出

中国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华社北京2月 1日电 （记者
申铖）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1 日
发布通知称，对按照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
政策进口且原产于美国的物资，不
实施对美加征关税措施，即恢复我
对美 232 措施所中止的关税减让义
务、不加征我为反制美 301 措施所
加征的关税。

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
当日发布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
公告称，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实行更优惠的进口税收政
策。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表示，
不实施加征关税措施与上述政策实
施时间保持一致；已加征税款予以
退还。

新华社武汉2月2日电（记者胡浩、赵文君） 经过连
日奋战，武汉火神山医院于今日正式移交给解放军医疗
队管理使用，并将于明日开始接诊患者。受习近平总书
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
中央指导组实地察看医院设施设备等情况。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队抽组 1400名医护
人员于2月3日起承担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孙春兰
查看了医技楼CT室、病房、隔离通道、负压设施等，了
解医务人员需求情况。她说，习近平总书记一声令下，
人民子弟兵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我们这支
队伍经过抗击非典、援非抗埃等一系列重大任务的严峻
考验和磨砺。相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有军民团结的磅礴伟力，有全国人民的众志成
城，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向人民军队致敬，给
人民军医点赞！孙春兰叮嘱医务工作者一定要做好自我
防护。她要求湖北省、武汉市要全力搞好各项服务保障
工作。

孙春兰向参与火神山项目的建设者们表示慰问和感
谢。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 7000 多名建设者日夜奋战、
齐心协力，诠释了“中国速度”。火神山医院建筑面积
3.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000张，开设重症病区、普通病
区，设置感染控制、检验、特诊、放射诊断等辅助科室。

今天上午，孙春兰赴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与湖
北省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专题研究医用物资保障和重症患
者救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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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 1日电 （记
者郁琼源） 记者 1 日从国家税务总
局了解到，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印发
通知，要求各级税务部门认真落实
各项医疗服务以及支持防护用品或
药品生产的税费优惠政策，既巩固
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又积极促进
疫情防控。

通知要求，要落实延长 2 月纳
税申报期限措施，稳妥细致做好办
税缴费服务工作，用好电子税务
局、手机 App 等，大力提倡网上申

报、邮寄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畅
通网上线上办理和咨询渠道，拓展

“非接触式”办税缴费覆盖面，避免
办税服务场所人员聚集。

通知明确，要严格执行办税
服务厅领导带班值班制度和当地
对政务服务场所的有关要求，加
强安全防护和办税缴费引导，积
极采取预约服务等措施，为确需到
办税服务厅办理业务的纳税人、缴
费人提供分时分批、错峰错期办理
的便利。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通知

用于疫情防控进口物资
不实施对美加征关税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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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印发通知

落实延长2月纳税申报期限措施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
前应约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

李克强指出，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正在公开透明、有力有序地开展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目前重点是防止
疫情扩散蔓延，做好患者救治，同时保障人民群众以及

在华外国侨民的正常生活秩序。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
心、有决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李克强强调，我们当前正在全力保障奋战在抗
疫一线医护人员所需的医疗物资，也希望欧盟为中
方通过商业渠道从欧盟成员国紧急采购医疗物资
提供必要便利。我们愿同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

会加强信息、政策沟通和技术交流，开展相关合作。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高度尊重和认可中方为

防控疫情采取的措施，愿尽己所能、动用一切可
能的资源向中方提供帮助，将协调有关成员国为
中方采购医疗物资提供便利。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亲爱的老公，节日快乐！晚上11点，在这个
节日仅剩1个小时的时候，我终于可以脱下已湿透
的防护服、卸下满身的疲惫，为你写下这句迟到的
祝福，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的日子。按照你我
的约定，今天我们本应牵手在公园、牵手在沙滩、

牵手在影院……可是，对不起，我缺席了……
——驰援武汉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钟伯玲
（来源：人民网湖南频道）

（本报编辑 石畅、张一琪整理）

亲爱的老公，原谅我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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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非常辛苦，大家的士气已经起来了

因为我觉得在武汉，我们的医务人员做得
非常辛苦的，确实人们受到不明原因的病毒感
染是非常压抑的。当时我在跟我很多学生交
谈时，他们的心情也比较差，所以当我的学生
写了一个信息来说，听到武汉人唱起国歌，唱
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说明大家的

士气已经起来了。所以我很感动，为什么呢？
因为干任何事，包括对待危重症的传染病人，
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士气、精神，还有团结协作
的力量，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前提。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来源：《北京青年报》）

我国口罩的产能大约是每天 2000 万，其
中医用的外科口罩产能是220万，医用的N95
的产能大约是 60 万。这部分资源是非常宝贵
的，这是用于重症病房的医务人员用的口

罩，这部分资源应该要采取特殊的措施来统
一调拨，统一管理。

——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
（来源：央视新闻）

宝贵资源应该统一调拨管理宝贵资源应该统一调拨管理

中国值得我们尊敬和积极有效的支持

在武汉等疫情严重的地方，中国人民付出
辛劳和努力，保护全世界免受疫情扩散波及。
中国值得我们的尊敬和积极有效的支持。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
主席米夏埃尔·舒曼

（来源：新华社）

作为党员，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冲在前面

人手不足的时候，党员会主动要求加班
加点，几乎每个党员都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面对这么多重症病人，我们也会担心害怕，
但是没有一个人逃避。作为党员，不管什么

时候都要冲在前面。
—— 武 汉 市 肺 科 医 院 ICU 护 士 长 钟

小锋
（来源：新华社）

我是一个渐冻症患者，双腿已经开始萎
缩，全身慢慢都会失去知觉。我必须跑得更
快，才能跑赢时间，把重要的事情做完；我必须

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

（来源：《湖北日报》）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

各地防疫不松劲

①①

②② ③③

连日来，各地积极行动，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既做好当地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保障工作，也在居民区建
立防线，切断传染源，确保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有序运行。

图①：居住在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城邦社区的一对外国夫妇 （左一、左二） 在帮居民称菜。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图②：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志愿者在测量入村人员体温。 沈国龙摄
图③：国家电网河南省永城市供电公司在为当地传染病医院安装变压器。 王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