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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对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科学家和
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们表示敬意。
他们忘我工作，全力以赴，英勇奉献，是
这个时代的英雄。

防控疫情在中国是当务之急，人民群
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是头等大事。我们正全
力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遏制疫情传播扩
散，救治病患。从中央到基层，从医务
人员到普通百姓，举国上下众志成城、
团结一心。我为我的祖国和人民感到骄
傲。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战胜疫情。
克服这样的磨难，中华民族定会发展得更
好、更强。

同时，我们做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自
己，也是为了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和安
全，为了整个国际社会利益。我们以公
开、透明、负责任的方式同世界卫生组织
和其他国家加强合作、分享信息。

同疫情的斗争再次证明，世界各国命
运相联、休戚与共，必须携手应对困难
和挑战。世界也曾面临 H1N1 病毒、埃博
拉疫情等诸多卫生防疫方面的挑战。事
实证明，不论情况如何困难，只要国际
社会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我们就能够
战胜疫情、挽救生命。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谭德塞说：“此时此刻我们要尊重事
实，克服恐惧；我们要相信科学，摒弃
谣言；我们要团结一心，杜绝抹黑。”这
也为我们探讨中美关系提供了思路。

同时，我认为我们也需要警惕妨碍中
美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政治病毒”。可能
有些人试图利用当前形势谋取政治或经
济利益，甚至推动两国人民“脱钩”。这
样的企图真正可耻，违背人道主义精神，
也悖离了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此，我
们坚决反对。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新冷战”
“脱钩”“文明冲突”等极端主张泛滥，严
重损害中美关系，也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人
民的利益。同时，这些极端思想也不断碰

壁、遭到批评。民意不可违，把中美推向
冲突对抗、在中美人民之间制造隔阂敌意
的图谋不可能得逞。

不久前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这再次证明，中美虽然存在差异和分
歧，但两国拥有广泛重要的共同利益。和
则两利，斗则俱伤。只要双方顺应历史潮
流和世界大势，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解决不了的
难题。

面向未来，我们希望与美方加强战略

沟通，重建两国关系新的战略框架，就两
国世界观加强战略协调，构建以协调、合
作、稳定为基调的双边关系，使之重新回
到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

新的历史关口，美国新一轮对华政策
大辩论关系到未来 50 年、100 年中美两国
和世界的命运。我们必须就中美关系的未
来做出理性正确的选择，做出有利于人类
和平与繁荣的选择。

（作者为中国驻美大使）

中美两国还应警惕“政治病毒”
■ 崔天凯

“想买的都有，
菜肉管够！”

——全国各地巿场供应见闻
本报记者 潘旭涛 孔德晨 叶 子

“现在店里缺人，我就多干
点，一切为了顾客”

2 月 12 日上午，在永辉超市上海三林
印象城店，售货员吴志阳正在切肉。他旁
边是一排排生鲜：鸡腿，1斤9.98元；白刀
鱼，1斤13.98元……

吴志阳原定今年春节回江苏老家办婚
礼。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他果断将婚礼延
后并留在上海。大年初四，吴志阳决定回
到店里。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半个月来
他一直如此。

“现在店里缺人，我就多干点，一切为
了顾客。”吴志阳说。店里有员工 110 人，
现在到岗83人，他们的默默付出，保证了
超市正常运营。

记者看到，店里芒果、柑橘、苹果、
草莓等个个鲜亮，绿叶菜摆满货架，各类
生鲜齐全，蛋、鱼、肉充足。前几天，部
分方便面和肉制品缺货，眼下新进的货已
在路上，很快就可以上架。正在挑选水果
的附近居民顾阿姨说：“货架上这么多商
品，就是我们的定心丸。相信大家一定能
挺过这个难关！”

据记者了解，各地在防控疫情的同
时，大力保供给，纷纷出实招，市场货足
价稳，“米袋子”“菜篮子”满满当当。

“我们吃住都在公司，大家
劲头很足”

2 月 10 日晚 21∶53，记者拨出一个电
话。接通后，另一头传来含混的声音。

“您是睡了吗？”记者问。
“没呢，有点累，只是眯一下。”
接电话的叫施建杰，下午17点后，他

的身份是浙江宁波慈溪市海通集团运营总
监。17点前，他的角色是生产车间工人。

受疫情影响，企业延后复工。海通集
团生产面饼和冷冻西兰花，为保证供给，
经政府部门批准，海通提前复工。

可是，很多工人暂时无法到岗。以冷
冻车间为例，本来有 150 人，而正月初十
到岗的仅50人。于是，公司作出决定：管
理层全部下车间。

这样，加上干部，冷冻车间一共有了
110人，施建杰就被分到这里。他一人干两
人的活，既端菜又切菜。

下班后，施建杰再集中处理“本职”
工作，包括管护设备、对外联络等。

这几日，海通集团每天收购20吨左右
的西兰花进行加工。在一条条流水线上，
员工戴口罩、穿防护服加紧生产。“非常时
期，这是企业的责任。”施建杰说。

本周，各地陆续复工复产，市场供应
更加丰富。

2 月 12 日，在新疆阿勒泰福海县旺源
生物科技集团车间，一袋袋驼奶粉从生产
线上下来，包装工人杨琼熟练地捡起它
们，放进纸质包装盒里。“为了安全，我们
吃住都在公司，一天工作 8 小时，大家劲
头很足。”杨琼说。

旺源集团副总经理刘姗姗告诉记者，

为保障供应，集团一方面加大驼奶收购力
度，一方面召集身体健康的工人，进行全
封闭式管理，恢复生产。

“我们每天能生产真空冷冻干燥驼奶
粉 700 至 800 公斤。现在各地代理商备货
都很足，许多老顾客选择线上购买。”刘
姗姗说。

据统计，截至 2 月 10 日，全国重点监
测的粮食生产、加工企业复工率为94.6%。

“运民生物资的，走‘绿色
通道’，现场就能办证”

保 供 给 、 稳 市 场 ， 物 流 是 重 要 环
节 。 很 多 地 方 为 生 活 物 资 运 输 开 启 了

“绿色通道”。
2 月 10 日晚，河北保定市交警支队外

环大队副大队长宋斌在南二环执勤。21
点，一辆大货车停在了宋斌跟前。

司机下车，神情焦虑：“货车限行，可
我没通行证，咋办？”

宋斌问后得知，司机是从辽宁来的，
拉了一车萝卜，要送到保定新发地蔬菜批
发市场。“运民生物资的，走‘绿色通
道’，现场就能办证。”宋斌说。

经过宋斌指导，司机在微信上提交信
息，上传了一车萝卜的照片，仅 3 分钟，
通行证就办妥了。

39岁的杨成果是中储智运一位货车司
机，平常驾驶 4.2 米高栏车来往于城市之
间，总在高速路上奔波。他刚运完一车消
毒液。“最近拉货不用交过路费，节省了我
们路上不少时间。”杨成果对记者说。

近日，交通运输部表示，保障应急运
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
活物资运输通道不断。“物流确实畅通，特
殊时期真不易！”杨成果说。

“价格稳住了，货也齐全，
没人来抢购囤货”

春节前，于迎春在西贝莜面店里干传菜
工。一转眼，他成了盒马超市里的“标品小二”。

2月12日，在盒马鲜生山东青岛大拇指广
场店内，于迎春正忙着备货。防疫期间，一些企
业无法复工，一些企业又急需招工，于是，西贝
与盒马联手，于迎春就成了“共享员工”。

虽然上岗才 4 天，于迎春对超市分
区、商品陈列、库存核查等已很熟悉。“现
在价格稳住了，货也齐全，没人慌慌张张
跑来抢购囤货。采购、物流的同事很给
力。”说完，于迎春赶紧跑去仓库补货了。

傍晚，超市的人多了起来。一位中年
男子走进这家盒马鲜生店，环顾一圈后
说：“想买的都有，菜肉管够！”

疫情当前，不少人选择少出门、网上购。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给您放小区门口快

递柜里，请您有时间自取。”熟悉的开场白、亲切
的红套服，京东物流快递小哥徐国斌戴着口
罩，一边从车上分拣货物，一边电话通知客户。

在位于陕西西安太元路的京东物流营
业部，徐国斌对记者说，前些天口罩、消
毒液的包裹比较多，这几天米面油、牛
奶、蔬菜、水果等包裹明显增加了。

据悉，京东今年春节粮油成交额同比
增长 15 倍，方便速食类成交额同比逾 10
倍，牛奶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300%，饮用
水成交额同比增长200%。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12 日，
全国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总体充足，
36个大中城市米面油零售价格与节前基本
持平，猪肉价格小幅上涨后趋稳，鸡蛋价
格持续下降，15 种蔬菜价格比 1 月底的高
点回落了约10个百分点。

新华社北京2月 12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2 月12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疫情
防控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按照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全面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及时研究部署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大政策协调
和物资调配力度，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履职尽责，广大医务人
员冲锋在前、无私奉献，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团结奋
战。经过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这是来之不易的，各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
段，要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加强疫情特别严重
或风险较大的地区防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
部署，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切实把
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围绕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
病亡率，抓好疫情防控的重点环节。要全面增强收治能力，
发热病人多的城市要抓紧增加定点医院、治疗床位和隔离
点，加快疑似病例检测速度，坚决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
治，提高收治率。要严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措施，加强社区防控，切断疾病传播途径，降低感染
率。要提高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救治水平，集中优势医疗资
源和技术力量救治患者，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诊疗方
案，加大药物和疫苗科研攻关力度。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依
然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要着力解决床位和医务人员等医
疗资源不足问题，加快改造扩容定点医院，增加重症床位供
给，畅通收治转诊通道，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19个省份
对口支援湖北省武汉以外地市要责任包干、落细落实。人口
流入大省大市要按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要求，加强对返
程人员的健康监测，做好交通工具场站消毒通风等工作，切
实做好防控工作。

会议强调，要强化医疗物资等的供应保障，充分调动口
罩、医用防护服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加快推动企业复工达
产，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扩大产能或转产，帮助解决缺员工、
缺设备、缺原材料和资金紧张等问题。紧缺物资要进行统一
调拨，优先保障重点地区需要。同时，要做好生活必需品生
产供应工作，严格落实“米袋子”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切实抓好主副食品生产、流通、供应组织。当
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各地要抓紧组织好种子、化肥、
饲料等农资供应，落实好春管春种措施，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会议指出，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以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
控为抓手，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要按照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原则，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
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实事求是做好
防控工作，对偏颇和极端做法要及时纠正，不搞简单化一关了
之、一停了之，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会议强调，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降到
最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党中央
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针对疫情带来的
影响，研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要更好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
作用，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好各地疫情防控资金需要。要继
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企业经
营困难。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对防疫物资生产
企业加大优惠利率信贷支持力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
区、行业和企业完善差异化优惠金融服务。要以更大力度实
施好就业优先政策，完善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财税、金融、社
保等政策。要在确保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分类指导，有
序推动央企、国企等各类企业复工复产。要多措并举做好高
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工作，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会议指出，要积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要聚焦重点领
域，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调
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加快推动建设一批重大项目。要推动服务
消费提质扩容，扩大实物商品消费，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要
支持外贸企业抓紧复工生产，加大贸易融资支持，充分发挥出
口信用保险作用。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合作，为对外贸易发展
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要推动外资大项目落地，实施好外商投资
法及配套法规，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保护外资合法权益。

会议强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
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
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
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切实抓好工作
落实，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确
保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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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永辉超市上海三林印象城店内，市民在采购蔬菜。 高卫锋摄图为永辉超市上海三林印象城店内，市民在采购蔬菜。 高卫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