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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2 月5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
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
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副
主任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
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
革的意见》、《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行政复议
体制改革方案》和关于上海市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情
况的报告、关于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情况的报告。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
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
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
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习近平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
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要
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加强风险评

估，依法审慎决策，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坚决防止
疫情蔓延。要加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执法司法力度，
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条例、野生动物保护
法、动物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
规，依法实施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理措施。要加强治安管
理、市场监管等执法工作，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
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
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暴
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
罪行为，保障社会安定有序。要依法规范捐赠、受赠行
为，确保受赠财物全部及时用于疫情防控。要依法做好
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

限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要加强对相关案件审理工作
的指导，及时处理，定分止争。要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
传和法律服务，组织基层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
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
工作。要强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务，加强疫情期间矛盾纠
纷化解，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助。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
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水平。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积极
主动履职，抓好任务落实，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下转第二版）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
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出席

许多年以后，庚子年的春节，必然会
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上亿人紧盯
屏幕，为那些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
者们，揪心、感动、流泪。

2月3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时，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奋战在
全国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
医疗卫生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人民解放军
指战员和各方面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让
我们也向他们致敬，对他们道一声“谢谢
你们！请保重！”

向奋战在一线的医疗卫生工作者致
敬。他们处在疫情防控最前沿，同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把一个个生命从死神手
中夺下，靠的是什么？是精湛的医术，是
被口罩勒到破皮的脸颊、被汗水浸到泛白
的双手，是全国各地医护人员星夜驰援武
汉的“最美逆行”。

向奋战在一线的科研人员致敬。战胜
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广大科研人员往往

刚叮嘱大伙“待在家、少出门”，自己就扭
头告别家人，奔赴战场；才告诫人们“不
聚集、别熬夜”，自己便转身继续实验，奋
战通宵。为的就是加快有效药品和疫苗研
发，推动疫情拐点的尽早到来。

向奋战在一线的人民解放军致敬。“在
疫情面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这
句话曾让不少人热泪盈眶。除夕，他们是
第一批援鄂医疗队；火神山，他们毅然接
管了防疫新战场。解放军来了，我们更踏
实了——这是多少中国人的心里话。

向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致敬。
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更是全方

位的工作。为了控制疫情扩散，基层干部
们挨家挨户登记宣传；为了火神山、雷神
山拔地而起，数千名工人师傅们通宵奋
战；为了保障医疗物资供应，大批企业职
工放弃春假加班生产……

这份致敬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写下去，
向作出重大贡献的武汉人民致敬、向分担
一线压力的志愿者致敬……正是有了他们
的奔忙，我们才得以安心地在家里“宅”；
正是因为他们主动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我们才能够享受到来之不易的安全。在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但英雄并非就是钢铁超人，他们也是

父亲、丈夫、儿子，是母亲、妻子、女
儿，和你我一样，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
名有姓的普通人。岁月静好的日子里，在
人群中你分辨不出谁是英雄，可一旦危机
来临、宁静不再，总有一些人挺身而出，逆行
而上。这就是英雄的模样：我们常常看不
清他们的脸，因为他们总是站在我们前面。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
雪。对于这些平凡英雄，我们除了致以崇
高敬意，当前最重要的是保障好他们的身
心健康，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做好医护物
资的供应和分配，让他们“手中有粮，心中不
慌”；在薪酬待遇、人身保险方面提供最优保

障，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及时关注一线工
作者的身心状态，人员该轮换轮换，队伍该
修整修整。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听
从医嘱、响应号召，切实做好自身防护，
不给一线添乱，不让英雄们的汗水白流。

鲜花的每一次绽放，都是无数条根须
的奋力生长；果树的每一场收获，都是无
数片叶子的拼命奉献。一场大疫，让我们
发现了身边的平凡英雄，也给“中国为什
么能”的问题提供了又一个答案：正是这
些无私奉献、英勇奋战的英雄的中国人
民。他们的肩膀，铺就了中国的过去；他
们的奋斗，就是中国的未来。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向奋战在一线的英雄致敬
■ 韩维正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李克强会见洪森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2 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函中非合作
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
萨勒，祝贺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20
周年。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塞方一
道履行好论坛共同主席国职责，以
庆祝论坛成立 20周年为契机，同非

洲各国携手努力，全面落实论坛北
京峰会成果，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感谢萨勒在中国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之际来函
慰问，强调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中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完全
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此前 ， 萨 勒 先 后 致 函 习 近 平
主席，祝贺中国春节和中非合作
论坛成立 20 周年，并对中方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表示
慰问和支持。

习近平致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
祝贺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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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医护人员吃紧！”1 月
25日，正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旅行
的陈雪燕，收到所在单位四川隆
昌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紧
急通知。

八天旅行筹划已久，刚玩
一天多，返岗还是接着玩？陈
雪燕没有犹豫，打开软件，抢
到 27 日回国机票。还有一天时
间，干些什么？陈雪燕马上决

定：去药店，买口罩！
当地语言听不懂，她就拿着

翻译机转译，再跟人比划。当地
店主，见有人要这么多口罩，又
要得那么急，便动了歪心思，刚
开始时一盒口罩 15 元人民币左
右，后来价格升到了30多元。

能跑的药店全跑了，陈雪燕
买到 5800 多只口罩，花费数千
元。这多么口罩，装哪？打开拉

杆箱，好多衣服和用品。“没什
么犹豫的，医院紧缺的物资肯定
比行李重要啊。”干脆扔掉不用
的衣物。但是仍然装不完，她就
买了一个登山包。

带着鼓鼓囊囊的拉杆箱和登
山包，陈雪燕启程回国。

“什么，10 多箱口罩只能托
运一半？往返两趟太耽误时间，
这怎么能行！”

2 月 3 日，站在香港机场托
运柜台前，香港居民杨伟光急得
满头大汗。眼前 2 万个口罩，是
他的合伙人、温州兆丰商贸城有
限公司董事长杨雪组织员工从日
本、新加坡、瑞士、意大利等国

采购的。现在要从香港转运温
州，却遇到麻烦。

托运有限量，快递不准时。
大家各国采货费劲周折，前方又
急缺物资。“绝不能让物资耽误
在我手里！”怎么办？杨伟光一
咬牙，决定：当一回“长途快递
员”，开车送回去！

他驱车到皇岗口岸，赶在闭

关前抵达深圳。内地和香港两种
驾照、两类车型，他在口岸另行
租车，用内地驾照行驶深圳到温
州路段。

导航提示，路程 1150 公里，
大约要开 16 小时。已是下午 6
时，走夜路是必然了。杨伟光随
手从口岸便利店拿了几瓶水几包
饼干，出发！

几小时后，他过深圳经潮汕
入福建。没吃热饭，连续驾驶，
泉州、福州、莆田、宁德……4
日中午，驱车18小时后，杨伟光
终于完成了“千里走单骑”的任
务，抵达温州泰顺高速路口。

杨伟光“千里走单骑”
本报记者 柴逸扉

陈雪燕舍行李不舍口罩
本报记者 王永战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控疫情控疫情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记者杨
依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政府和
人民正在全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患难见真情。在这个特殊
时刻，柬埔寨人民同我们站在一起。
西哈莫尼国王和莫尼列太后专门向我
们表达慰问和支持，首相先生更是多
次力挺中方，今天又特意来华访问，
体现了牢不可破的中柬友谊和互信，
诠释了患难与共这一中柬命运共同体
的核心要义。中方对此深表赞赏。

习近平强调，中国党和政府本着对
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
采取了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目
前防控工作正在取得积极成效。中华民
族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中国有信
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我们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态
度同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各国加强合作，
共同有效应对疫情，维护全球和地区公

共卫生安全。我们将像对待本国公民一
样照顾好柬埔寨在华公民，包括留学
生，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健康。

习近平强调，新的一年，中方愿
同柬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落实好中
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把中柬关系
再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洪森表示，我临时决定在此特殊时
候来华，就是为了展示柬埔寨政府和人
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的大力
支持。在中国困难的时候，柬埔寨人民
同中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患难与
共，共克时艰，是真正的“铁杆朋友”。感
谢中方为在华的柬埔寨公民生活和健
康给予的关心和保障，我希望通过此访
给他们增强信心。面对疫情，有的国家
采取了一些极端限制措施，这并不可
取，比疫情更可怕的是恐慌本身。柬方
将继续同中国开展正常合作和交往，致
力于同中方一道构建柬中命运共同体。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据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记者

杨依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李克强表示，首相先生此时来
华，体现柬埔寨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
好情谊和对中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的支持。中方高度重视首
相先生此访，习近平主席将同你举行
会见。我们愿同柬方共同努力，不断
丰富中柬全面战略合作内涵。

李克强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正
在全力抗击疫情。我们始终把人民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
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
抓，坚持科学有力防控，全力救治患
者，努力保障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
活必需品供应，确保人民群众以及包
括柬埔寨在内外国在华侨民的正常生
活。中方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始终本着
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公开透明发布信
息、通报情况，愿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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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