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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3月 31日电
3月 30日16时许，四川凉山

州西昌市经久乡马鞍村发生
一起森林火灾，因瞬间风向突
变、风力陡增，扑火人员避让
不及，造成19人死亡、3人受
伤。目前，山火仍在扑救中。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迅速调集力量开展科
学施救，在确保扑火人员安全
的前提下全力组织灭火，严防
次生灾害。当前正处于森林火
灾等自然灾害易发高发期，最
近四川、云南、福建、湖南等地接
连发生森林火灾和安全事故，
加上清明、春汛临近，火灾、洪涝
等安全隐患突出，务必引起高
度重视。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
关部门要在统筹好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的同时，抓实安全风
险防范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深入排查火灾、泥石流、
安全生产等各类隐患，压实各
方责任，坚决遏制事故灾难多
发势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和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
求全力抢救受伤人员，科学有
效扑救山火，妥为做好遇难人
员善后工作，保护好火场周边
重点部位、场所和设施。要深
刻总结近期多起森林火灾和
造成人员伤亡的教训，进一步
压实各方面各环节责任，深入
排查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坚
决遏制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
强要求，应急管理部立即派出
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并紧急增
派国家森林消防和消防救援
队伍前往支援。四川省、凉山
州正组织力量灭火，紧急转移
附近群众，并对周边学校、加
油站等重点场所和部位采取
保护措施。目前，灭火救援、
伤员救治、人员疏散等各项工
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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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4月1日
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湖北省考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

文章强调，湖北和武汉是这次疫情
防控斗争的重中之重和决胜之地。经
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
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
果，但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越
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保持头脑清醒，
越是要慎终如始，越是要再接再厉、善
作善成，继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
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不麻痹、不厌战、
不松劲，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
控工作，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
卫战。

文章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始终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重点
支持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工作，采取最
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
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人民解放军、

中央和国家部委、各省区市鼎力相助、
火线驰援，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

文章指出，要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
第一位，在科学精准救治上下功夫，最
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要集
中优势医疗资源和技术力量救治患者，
加速推进新型检测试剂、抗体药物、疫
苗和诊疗方案等科技攻关，加快推广应
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提升救
治水平。

文章指出，要打好群防群控的人民
战争。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重点在

“防”。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动
人民群众，提高群众自我服务、自我防
护能力。要加强进出人员管理，深入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要保持内防扩
散、外防输出的防控策略，同时要在做
好健康管理、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的办法，集中精
准输送务工人员安全返岗。

文章指出，要加强力量薄弱地区疫
情防控工作，加大对医疗力量薄弱市

州的支持力度，发挥高水平专家团队
的作用，探索巡回诊疗、远程会诊等有
效做法，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要
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农村医
务人员和基层干部培训，提供必要的防
护物资。

文章指出，要保障好群众基本生
活。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要
充分考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保障米面
粮油、肉禽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供应。要
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加强舆论引
导，坚持依法防控，妥善处理疫情防控
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

文章指出，要形成同疫情防控相适
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这次疫情，短
期内会给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阵痛，
但不会影响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要在加强防控的前提下，采取
差异化策略，适时启动分区分级、分类
分时、有条件的复工复产。中央和国家
机关各部委要继续加大对湖北的支持
力度，帮助湖北解决实际困难和具体问

题，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
文章指出，要补齐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短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
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
有经验，也有教训。要放眼长远，总结
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
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筑牢制度防线。要着力完善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要着力完善
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
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
路子。

文章强调，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
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
难中壮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
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
我们的政治优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扛
起责任、经受考验，在这场大考中磨
砺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
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有方。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

本报3月31日讯 （记者 章奎）
3月31日，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九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并举行第
一次全体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
成人员65人，出席本次会议的61人，符
合法定人数。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石泰峰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常务副主任那顺孟和，副主任王波、吴

团英、李荣禧、廉素、张院忠、和彦苓，秘
书长施文学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马
学军，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刘奇凡，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琪
林列席会议。

通过会议议程后，廉素、马学军、刘
奇凡、杨宗仁先后作提请任免人员情况
的说明。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张民作的关于《内蒙古自
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听取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教科
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孟根其其格作的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普及条例
（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呼伦贝尔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陈立新作的关于《呼伦贝
尔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呼
伦贝尔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的说明；

听取了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闫
鹏作的关于《巴彦 淖尔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保护条例》的说明；听取了自治
区审计厅厅长靳素平作的关于自治区
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2019年
度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人、部分
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自治区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开幕
石泰峰主持

□本报记者 梁亮

岁末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令人猝不及防。
本该充满欢笑与幸福的春节，也因这
场病疫而变得黯然无光。

病毒，前所未见；形势，空前严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打赢新

冠肺炎疫情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中，自治区党委、政府迎难而上，
统一部署，全区上下火速行动，保持战
时状态，争分夺秒、拼尽全力保障防控
物资供应。

物资筹措，全区上下全力以赴
保障速度比病毒跑得更快
在2月5日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
挥部后勤保障组组长、自治区工业和
信息化厅厅长李仲开说，自治区启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我们

迅速行动，全力以赴做好防控物资保
障工作。但疫情突发，虽然我区大多
数防控物资能基本保障需求，但个别
用品依然紧缺，如医用口罩、医用防护
服、护目镜、测温枪等，缺口较大，采购
困难。

■下转第3版

精 准 供 给 固 防 线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系列综述（六）

本报3月31日讯 （记者 戴宏）
3月 31日，内蒙古商务领域政银企对
接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布小林，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出席对
接会，并启动“春暖草原·千家万店百
日惠民消费节”活动。

艾丽华在讲话中强调，各级、各部门
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的有关部
署要求，帮助企业解决融资方面的“燃眉
之急”。各金融机构要放低门槛，创新金
融服务，积极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
产品，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在特殊时期的融
资需求。各企业要主动对接，有的放矢，
最大限度争取金融机构的理解和支持。

对接会上，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负责人通报了相关情况，五原
大丰粮油食品公司、显鸿科技公司、额
尔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军利易购科
技公司等企业和农业银行内蒙古分
行、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等金融机构
负责人发言。现场还举行了签约活
动，自治区商务厅分别与中行内蒙古
分行、东北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公司
内蒙古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部
分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
部分金融机构还作了产品推介，银企
双方开展贷款融资项目对接。

本次对接会的举办，旨在通过搭建
政银企合作平台，解决我区商务领域中
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为完成全年经
济社会目标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内蒙古商务领域政银企对接会召开
布小林出席

□白江宏

旗长走进直播间，为当地特产小米
代言，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累计超70万网
友涌进直播间，6吨小米销售一空……
疫情期间，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村第
一书记纷纷当起了带货主播，帮助农
民缓解农产品滞销难题。

疫情之下，交通不畅、线下销售渠
道受阻，因为能够避免人员聚集和接
触式交易，“电商＋直播”销售模式备
受消费者欢迎。各大电商平台利用自
身零接触、高效率的优势，为滞销的农
产品打通销售渠道，维持了市场供求
平衡，促进了农民稳产增收，起到了抗
疫情、保民生、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作
用。

电商扶贫，大有可为。从长远来
看，让电商扶贫在助力脱贫攻坚中发

挥更大作用、取得更多成效，需要形成
政府、市场的合力，发挥各自优势，打
造持续机制。电商扶贫的难点在于农
产品上行，必须加快畅通城乡交通，加
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补齐贫困地区
网络基础设施、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
施、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网点建设短
板，破除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各种瓶
颈。同时，也要着力提升农产品供给
水平和质量，依托贫困地区生态资源
禀赋，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做大做
强品牌效应，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绿色
农产品的需求。只有经受住时间、市
场和消费者的检验，电商扶贫才能成
为精准扶贫的强大助推器。

可以肯定，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大
力推动电商扶贫加速蓬勃发展，必将
为新时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
力，让“买买买”的巨大潜能转化为贫
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新动力。

让电商扶贫发挥更大作用

截至2020年3月31日7时

内蒙古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 疑似25例
3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例、疑似病例2例。其中，3月26日、3月27日、3月29日首都国际机场CA934（巴黎-北京）、CA856（伦敦-
北京）、CA938（伦敦-北京）航班分流到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的10名患者，按照对入境人员新冠肺炎防控的相关要求进行了排查，3月30日经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两级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 月 31 日，在呼和浩特市蒙牛工业
旅游景区总部研发大楼研发实验室，工
作人员正在直播菌落与免疫系统的相关
知识。当日，蒙牛工业旅游景区围绕“闭
馆不闭展、停课不停学”主题与呼和浩特
市第一中学开展线上研学活动。直播吸
引了 2500多名学生线上参与，嘉宾与学
生趣味互动，你问我答，快乐学习。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线上课堂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43. 根据天气变化和空
气质量，适时开窗通风，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44. 不在公共场所吸
烟、吐痰，咳嗽、打喷嚏时
遮掩口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