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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4月8日召开会议，听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和全国复
工复产情况调研汇报，分析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形势，研究部署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全面推进复
工复产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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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
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
恢复。同时，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
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
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
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
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
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工作决不能放松，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加大力度。要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抓紧解决复工复产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

习近平强调，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变化，
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及时采取更有针对性和
实效性的防控措施，继续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要巩固重点地区疫情防控成效。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

集中力量做好重症病例科学精准救治，及时做好出院患
者随访和复查工作。要优化社区管控措施，筑牢社区防
控安全屏障。各地特别是环鄂省份要加强信息沟通共享
和防控措施协调，在人员管控、健康码互认等方面要做
到政策统一、标准一致。要持续抓好首都疫情防控工
作。各地要抓好无症状感染者精准防控，把疫情防控网
扎得更密更牢，堵住所有可能导致疫情反弹的漏洞。

会议要求，加强陆海口岸疫情防控，加快补齐外防

输入的薄弱环节。加大对边境城市疫情防控人员和物资
保障力度，协调解决好在卫生检疫、防疫物资、医护力
量、隔离条件等方面遇到的困难。要严格落实对所有入
境人员都实施 14天集中隔离的要求，最大限度减少境外
输入关联本地病例。要深入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积
极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加大。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紧迫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优化

完善疫情防控举措，千方百计创造有利于复工复产的
条件，不失时机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
循环。要加大复工复产政策落实力度，加强对困难行
业和中小微企业扶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有序推动
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市，促进生活服务业正常经
营，积极扩大居民消费，加快推进投资项目建设，形
成供需良性互动。

会议要求，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我国农业连
年丰收，粮食储备充裕，完全有能力保证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要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加强粮食市场价格监
测和监管，继续做好猪肉、果蔬等副食品生产流通组
织，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要强化对困难群体
基本生活保障，适当提高城乡低保、抚恤补助等保障标
准，把因疫情和患病陷入困境的人员纳入救助范围，对
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发放临时生活补贴，相关价格补贴
联动机制要及时启动。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更好保
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会议强调，要抓实安全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生命
至上，安全第一。各地区各部门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全面做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火、防汛抗旱
等防灾减灾工作。要深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完善各
类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晚同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土耳其也面临严峻挑战，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土耳其政府和土耳其人民表示诚挚慰问和坚定支
持。经过艰苦卓绝努力，中国人民刚刚度过了最困难
时期，正在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我们重视提高医
疗防疫物资生产能力，努力为全球抗疫提供尽可能多
的物资保障。中方已经向土方援助了一些抗疫物资，
并安排两国医疗卫生专家进行视频交流，分享抗疫经
验。中方愿根据土方需要继续为土方抗疫提供帮助，
并为土方在华采购医疗物资提供协助和便利。相信在
总统先生领导下，土耳其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习近平强调，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国际社会

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之。中土双方要密切合作，
加强协调，落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
峰会共识，共同为国际抗疫合作贡献力量。两国应该携
手努力，增进政治互信，特别是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

埃尔多安表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正在面
临的共同战争。中国人民经过英勇努力，战胜了疫
情，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全力为世界生产提供医
疗抗疫物资，使世界深受鼓舞。土中两国人民相互支
持，彼此友谊历久弥坚。感谢中方为土方抗击疫情提
供支持，并为土方在华采购医疗物资提供便利。土方
希望同中方加强贸易、金融、航空等领域务实合作。
祝愿疫情过后中国更加繁荣、人民更加幸福。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晚同南非
总统拉马福萨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南非政府和社
会各界以多种形式对中方表达慰问和支持。“同志加兄弟”是
我们两国两党特殊友好关系的标志。中方坚定支持南非抗击
疫情努力，愿根据南非需求，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南
非分享防控经验，加强医疗卫生领域合作。相信在总统先生
领导下，南非政府采取一系列应对举措会取得积极成效。我
们鼓励中国在南非侨民积极支持配合南非抗疫行动，希望南
非政府高度重视并维护好他们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合
法权益。中方愿同南非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推动双边合作取得
积极进展，加强在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合作。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非洲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中方
密切关注非洲疫情形势，向非洲联盟和所有建交非洲国家
分批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双方专家开展多次视频交流，

许多中国企业、地方、民间机构也积极提供抗疫物资支
持。中方愿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支持，加快推进非洲疾控
中心建设，加强中非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合作，助力非洲
提升疾病防控能力。国际社会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加强团结、协调、合作，坚决遏制疫情蔓延，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方愿同南非一道，落实好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有关成果，共同推进
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维护非洲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拉马福萨表示，中方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已经控制住
疫情，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有益借鉴。感谢中
方长期以来为南非和非洲提供各种支持，特别是在当前困
难时刻为南非和非洲国家抗击疫情提供宝贵援助，这对南
非和非洲国家非常重要，增加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我
愿同你一道努力，落实二十国集团特别峰会共识，推动全
球加强团结合作。南非将继续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
上支持中方，坚定推进南中和非中关系发展。

总有一些节点，让人们多年后仍会
回望。总有一些时刻，标注着一个国家
的记忆。

4月8日，在关闭76天之后，武汉离
汉通道重新开启。零时刚过，青郑高速
武昌收费站离汉卡点正式撤除，车辆鸣
笛出城，人们激动不已。同一时刻，武
汉铁路、民航、水运、公路有序恢复运
行。这一天，新冠肺炎孕产妇定点医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病房，一个 14天
前出生的婴儿结束隔离观察，第一次与
亲人见面。这一天，曾写下“我坚信没
有 一 个 冬 天 不 可 逾 越 ” 的 女 孩 孙 婉
清，时隔两个多月后第一次外出……

久违了，春和景明四月天！久违
了，美味馋人的热干面！久违了，江城
熟悉的烟火气！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作为主战
场，历时 76 天艰苦卓绝的战疫，武汉

“重启”，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
断，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

76 天，我们一起走过。我们要再
次向武汉和武汉人民致敬。武汉不愧
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
的人民。

犹记除夕前一天，面对汹汹疫情，
超大城市武汉毅然按下暂停键。来不及
害怕，收拾起惊惧，疫情阻击战在荆楚
大地打响。冲锋在前的，有广大医务工
作者、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
部、下沉干部、志愿者，有城内900万识
大体、顾大局的武汉市民……世卫组织
访华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说：

“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的贡献，世
界欠你们的。”

76 天，我们一起走过。我们要再次
向支援抗疫一线的逆行勇士和全国同胞
致敬。英雄的城市背后，是一个伟大的
国家；英雄的市民身后，是亿万伟大的
中华儿女。

犹记自除夕夜起，全国340多支医疗
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火速驰援，悬壶入
荆楚，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武汉以
外地市，运送爱心物资的货车从四面八
方向武汉聚集……无数眼神在凝望、无
数力量在汇集、无数暖流在涌动。这场
战斗，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参与。

胜利曙光在前，但现在还不是庆祝
胜利的时候。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疫情
暴发风险仍然存在，输入性风险增加。
打开城门不等于打开家门，解除通道
管控不等于解除疫情防控。对于武汉来
说，疫情防控仍是首要任务，要继续集
中力量，科学精准救治重症病例。防控
疫情要强调再强调、坚持再坚持。我们
必须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
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力争把疫情造成
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确保实现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

武汉“重启”给世界以希望。越来
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方案行之有效，
中国经验值得借鉴。疫情无国界，人类
就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
携手合作，方能战胜病毒。

春 光 无 限 好 。 长 江 上 百 舸 争 流 ，
东湖畔千树繁花。这是不可阻挡的春
天脚步！慎终如始、毫不放松、科学
防控，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为世界抗
疫史册书写新的时代篇章。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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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 研究部署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工作

■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
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同时，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
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 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工作
决不能放松，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加大力度。要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
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抓紧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力争把疫情造成的
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习近平同南非总统通话 习近平同土耳其总统通话

本报北京4月 8日电 （记者王
珂）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日前
介绍，在华外资企业复工复产进程
加快。截至 3 月 30 日，8756 家重
点外资企业中，66.9%的企业产能

恢复率超过 70%，只有 14.5%的企
业产能恢复率不足50%。

从行业看，制造业外资企业复
工复产较快，超过七成产能恢复率
达到70%以上；约六成的服务业外资

企业营业额达到平时的70%以上。另
据监测，241 个在建外资大项目中，
238个已复工，正在加快建设。

宗长青表示，中国超大市场规
模的强大磁吸力没有变，在产业配
套、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
综合竞争优势没有变。中国美国商
会 3 月 25 日调查显示，40%的企业
将按原计划加大对华投资，这一比
例比2月提高了17个百分点，证明
外商在华投资预期趋稳，投资信心
正在加快恢复。

外企复工复产进程加速
近七成产能恢复率超过70%

外企复工复产进程加速
近七成产能恢复率超过70%

开足马力开足马力
4 月 8 日，在河南省灵宝市金尧产业园风电塔筒制造项目生产车间

内，工人正在生产风电塔筒。复工复产以来，该项目共接到生产订单 80
台，价值 7000余万元，目前企业正开足马力加快生产进度，确保下游风
电建设项目如期完工。 屈艺鸣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