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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葡萄牙总统通话

中国是法治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是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之一。

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法治更加凸
显出其重要作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疫
情防控工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
有之义。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一些地方、一
些人乱了阵脚，出现了一些诸如拦截防
疫物资、殴打伤害防控人员、借机哄抬
物价、造谣滋事等扰乱防疫秩序、扰乱
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疫情的
蔓延也让人认识到，一些相关法律尚存
不完善之处。

与疫情殊死较量的过程，是对每一个
公民道德水准、遵法守法意识的考验，也
是对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令
人欣慰的是，在抗击疫情期间，立法机关
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司法机关充
分发挥协调监督功能，执法机关严格有力
执法，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复工复产，整

个社会在法治轨道之上有序运行。更为可
喜的是，当今中国法治精神已深入人心，
老百姓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先问一句：“有
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看看法律怎么说。”

疫情防控的“大考”仍在继续，也对
依法防控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虽
然防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们绝不

可以有松松劲儿、歇歇脚的想法。坚持依
法防控，不获全胜，绝不轻言成功。

法治，已经成为全民战疫公约数。只有
全社会都在法律规范和约束下有序行动，以
法为纲、执法为剑、筑法为堤，才能保证各项
措施得以落实，才能赢得这场疫情防控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最终胜利！

一场疫情，把申得屏打了个措
手不及。

这位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茶卡
镇巴音村村民，去年光靠家庭旅
馆，就挣了 15 万元。尝到了甜
头，她决定今年大干一场，新盖了
两层 11 间客房。没承想，附近景
区关门，几个月下来，一个客人没
有。

她所在村子村名“巴音”，蒙
古语意思是“富裕”。村南有茶卡
盐湖，有“天空之镜”美誉，是著
名的网红打卡地。

风景再美，没有客人，哪来的
富裕？申得屏天天盼景区开门。她
向村第一书记刘予洪诉苦。

前阵子，刘书记带来好消息：
4月26日，景区恢复开放。

还有更好的消息：政府协调景
区，6 月 30 日前，门票全免；7 月
1 日起逢节假日公休日，门票半
价。另外，5 月 1 日起，景区与铁
路推出“乘火车免费游茶卡”活
动，增开西宁至茶卡间K6961/2次
旅客列车。

眼看游客要来，“怎么留他们
多住咱村”？

一是美化村貌。刘予洪带驻村
干部，又是栽树苗，又是种格桑
花、金盏菊。全村 35 户人，30 户
开了旅馆，家家打扫屋子。二是提
高手艺。县就业服务局免费提供培
训。客房服务、餐饮、民族歌舞、
美甲、麦秆画……每人能报三项，
家家报了名。

刘予洪告诉记者，“五一”小
长假，家家开了张。全村家庭旅馆
共接待游客120余人次。

我们这样抓“六保”⑨我们这样抓“六保”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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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剧烈冲击着人类公共卫生安全。在这
场战疫中，中国迅速遏制住疫情，防控工
作取得巨大成效，靠的是什么？靠政策、
靠科技、靠人心，更要靠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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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法
治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抗击疫情，法治精神始终贯穿立
法、司法、执法、普法、守法等各个环
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切实坚持依
法防控、科学施策，筑牢了疫情防控的铜
墙铁壁，为打赢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依法防控 同心抗疫

“请您站在‘一米线’处排队领取快
递！”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升镇芳清园小区
外，社区工作者在引导居民有序排队取
货。疫情期间，小区辟出专门区域，并设
置“一米线”及提示牌，同时设立了网络
购物平台自取货架，按照小区楼号分好区
域。“这些防控举措，解决了我们取件难、
易丢失的大难题，真是又安全又便利！”小

区居民王先生说。
在公共场所设置“一米线”等引导标

识、要求餐饮服务企业配备公筷公勺……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日前表决通过 《北
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把疫情防控中的
一系列好做法纳入条例，用法律法规促进
市民养成文明习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
遍欢迎。

不只是北京，疫情发生以来，地方人
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相继
出台决定、修改法规，发挥监督职能，为
战疫注入法治力量。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统计，今年 2 月以来，上海、浙江等
多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以及杭州、温州、
宁波、常州、怀化等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
临时加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依法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

从中央到地方，法治成为全国上下同
心抗击疫情的关键词——

疫情发生后，各地方政府依法采取一
系列严格防控措施：及时公开疫情信息，
制定落实社区防控措施，实行网格化、地
毯式管理，做好相关人员健康跟踪管理，
控制举办大型活动、减少人员聚集，加强
野生动物市场管控……各地坚持依法防
控，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从疫情防控到复工复产，法治成为夺
取“双线”胜利的可靠支撑——

“两条战线”“大战大考”，法治始终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复工复产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中央政法委
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司法部制定出台 《关于政法机关依
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以

相关法律和基本政策为依据，围绕如何调
处化解矛盾纠纷、如何提供优质高效的政
法公共服务等，提出工作举措和具体要
求，保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在法治的轨
道上运行。

从内防扩散到外防输入，法治成为守
住国门的有力保障——

一些入境人员怀着侥幸心理，不如实
申报健康状况，不配合体温监测；明知自
己已经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却故意隐
瞒发病情况和境外旅行史等……在全球疫
情快速蔓延形势下，中国如何依法防控境外
疫情输入？对此，《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
检疫工作 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
犯罪的意见》及时出台，提出 6 类可能定罪
入刑的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行为；各地方也根
据自身情况采取严格入境人员管理、入境人
员集中隔离等措施，依法把好每一道关口，
力争将疫情输入风险降到最低。

“法者，治之端也。”依法防疫，离不开完
备的法律体系。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法
律体系，中国最高立法机关迅速行动，相关
法律的全面修法进程按下“快进键”。

4 月 26 日至 29 日在京举行的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生物
安全法草案二审稿和动物防疫法修订草
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介
绍，为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中国今
明两年拟制定修改17件相关法律。

“现行法律在防控疫情、维护公共卫生
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了
一些短板和不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发言人、立法规划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按
照全国人大常委会部署要求，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在认真论证、充分听取有关方
面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立法规划、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研究
起草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
作计划。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制定专
项的立法修法工作计划，将按程序批准后
实施，统筹安排、指导推动相关立法修法
工作。

严格执法 庇佑民生

“现在回头客多了，执法人员还会帮助
整理摊位，提醒大家注意打扫卫生，我们心
里踏实多了。”春日一个下午，卖了9年糖油
果子的四川成都个体户钟俊，推着货摊准时
来到二江坊街角处小路边。和此前与城市管
理者“打游击”不同，如今像他一样的流动商
贩有了固定、合法的经营场地。

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大部分商家
恢复正常经营，然而没有固定经营场地，
甚至有些“不合规”的游商又该如何面对
疫情带来的生计难题？3月下旬，四川省成
都市发布 《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
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措施规
定，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
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
洁卫生工作”等前提下，允许设置临时占
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
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商贩
贩卖经营、允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扩
大停放区域，同时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
容监管。这些充满温度的民生措施，赢得
市民广泛称赞，彰显出以法治庇佑民生的
温情。 （下转第二版）

依法防控，筑牢战疫铜墙铁壁
本报记者 孙 懿 彭训文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4月15日，武汉社区工作者为群众测体温。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2月12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乘客按“一米线”排队。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2月12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乘客按“一米线”排队。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3月18日，北京海关在飞机客舱进行检查。
陈钟昊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月 7 日晚
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通电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乌兹别克斯坦
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示诚挚慰
问和坚定支持。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
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在这场攸关全
人类健康福祉、世界发展繁荣的斗争中，团结合作是最
有力的武器。世界各国应该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
除偏见，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加强合作，共克
时艰，维护人类共同家园。

习近平强调，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是中乌关系优良
传统。中国抗疫最吃劲的时候，贵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纷
纷向中国伸出援手。乌兹别克斯坦的疫情也牵动着中国
人民的心。中国政府、有关地方和企业的援助物资陆续
运抵贵国，两国专家通过视频连线交流抗疫经验。中方

将继续为乌方抗疫提供支持和帮助。希望乌方继续为中
国在乌公民正常工作生活提供保障。相信在你坚强领导
下，乌兹别克斯坦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中乌关系基
础牢固，潜力巨大。双方要继续相互坚定支持，化挑战
为机遇，在携手抗击疫情的同时，灵活推进两国全方位
合作，确保双方商定的“一带一路”项目顺利实施，不
断深化在世卫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共同致力于维护
世界和平与发展。

米尔济约耶夫表示，在你英明领导下，中国政府采
取坚定、果断、高效措施，在很短时间里控制住了疫
情，中国人民展现了惊人的团结、合作和勇气，为各国
树立了典范。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乌方最困难时刻提
供无私的人道主义援助。得益于中方的宝贵经验和帮
助，乌方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事实证明，中国是乌
兹别克斯坦可靠的朋友。请你放心，乌方将像对待本国

公民一样照顾好中方在乌人员。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密切在世卫组
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合作。我期待疫情过后尽快
同你见面，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乌中两国各领域
合作不断发展。乌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月 7 日晚
同葡萄牙总统德索萨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你来函向中国
人民表达慰问，我对此表示感谢。中葡同心共济，中方
坚定支持葡方抗击疫情的努力，愿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积极协助葡方在华采购运输医疗物资。希望疫情
过后，双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探
索公共卫生等领域三方合作，推动中葡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得到更大发展。我珍视同你的友谊，愿同你保持交往。

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史是人类不断抗击和战胜各
种灾难的历史。更好维护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各国唯有本着命运与
共的情怀团结协作，才能破解各种世纪性难题和挑战，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向前迈进。要坚定支持联
合国和世卫组织在协调国际抗疫合作上发挥应有作用，
还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中欧、中葡应该携手作出积极努力。

德索萨表示，葡方钦佩中国人民抗击疫情中展现的
坚定信念。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
会应该坚持多边主义，携手应对。感谢中方提供的宝贵
支持和帮助，这为葡方抗疫作出了重要贡献。葡中友好
面向未来，通过共同抗击疫情，两国人民友谊必将进一
步加深，葡中伙伴关系必将更加牢固。我期待疫情过后
尽快同你见面，共同推动葡中友好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