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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综述

习近平：牢记宗旨 勇挑重担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军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湖北省武汉市等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后，我军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启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紧急抽

组精兵强将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习近平强调，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军要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牢记人民军队宗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

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我军承担武汉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是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

要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军地协同、坚持科学施治、搞好自身防护，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我军有关医院要全力做好患者收治工作，科研机构要加紧开展科研攻关，积极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详细】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 李克强到湖北武汉考察指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1月 27日，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赴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慰问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李克强专门来到正在加紧建设、集中收

治疫情患者的火神山医院工地，勉励工人们加班加点，加快建设进度。他说，抗击疫情如

救水火，你们是在与时间赛跑，医院建成将成为能够及时收治患者的“安全岛”。我们要

千方百计确保所有患者应收尽收。李克强叮嘱要做好工人们的疫情防护。【详细】

栗战书主持召开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会 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稿听取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1月 20日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

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听取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意见和建议。栗战书表示，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国人大代表大力支持、积极参与常委会的工作，

发挥了重要作用。常委会将认真研究、积极采纳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常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130/c64094-31564794.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130/c64094-31564794.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128/c64094-31563466.html
http://cpc.people.com.cn/


请点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cpc.people.com.cn/ 2

委会工作报告稿，积极改进常委会工作。【详细】

汪洋出席宗教团体负责人迎春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1月 21日出席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迎春座

谈会，同宗教界人士共庆新春佳节，并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宗教界人士

和广大信教群众致以新春的祝福。汪洋强调，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宗教界人士和信教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和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同宗教界人士的团结合作，支持宗教团体的

工作，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同宗教团体的沟通交流，帮助宗教

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解决实际困难。【详细】

王沪宁看望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 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向文化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1月 22日上午，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看望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广大文化教育工作者

和科技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王沪宁首先来到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李雪健家中，对他塑造

的焦裕禄、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员形象表示肯定，听取他对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建议。随

后，王沪宁来到中国工程院院士、防护工程专家钱七虎家中，肯定他在国防科技事业中发

挥的作用，听取他关于建设科技强国的建议。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气物理专家曾庆存家

中，听取他对加强基础研究、推进科技创新的建议。【详细】

韩正：落实“四个最严”要求 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牢牢守住食

品安全底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韩正 1月 19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听取 2019年食品安全工作情

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 2020年重点工作。【详细】

■新闻聚焦

编者按：1 月 25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

署、再动员。2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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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工作。2 月 5 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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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三次会议上都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

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

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的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同志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向全国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湖北各族干部群众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在疫情中

失去亲人的家庭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同你们站在一

起，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级党委和政

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只要坚定信心、同

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详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

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尽快找差距、补短板，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同时间

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详细】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全面提高

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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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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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法治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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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

■ 专家解读·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强调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1 月 25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

署、再动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会议决定，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

下开展工作。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

工作。【详细】

发挥“中国之治”优势，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经受治理能力的大考，发挥“中国之治”优势，应对危机和挑战。会议强调，这次疫

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

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要对公共卫生环境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

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要加强法治建设，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要系统梳理国家储备体系短板，提升储备效能，优化关键物资生

产能力布局。【详细】

人民生命重于泰山 疫情防控头等重要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的安危冷暖是党和国家的最大责任。老百姓是党和政府之

根、之源，一枝一叶总关情，政府干的应是百姓盼的。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

共和国的牢固基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近期，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影响社会稳定，牵动着中国人的心，

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

民群众满意的事情抓起，是党和国家的责任与使命，也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在此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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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来

落实，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与要害。这是从讲政治、顾大局，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高度负责的战略高度做出的正确指示与工作部署，意义重大而深远。【详细】

发挥党员“硬核”力 彰显抗疫“奋战红”

坚定主体立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

啖腹，腹饱而身毙”。治理国家必须先爱护体恤百姓，如果通过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

如同把大腿上的肉割下来充饥，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在这场战“疫”面前，共产党

员需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同你们站在一起，都

是你们的坚强后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这些

倍增信心、温暖人心的话语，激励广大共产党员坚定战“疫”主体立场。人民的利益是高

于一切的，无数共产党员与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打赢这场战“疫”，这就是中国人民的硬核

力量。“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全党只要紧紧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病魔

便无处可逃。【详细】

■ 重要评论·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抗击疫情是一场全民行动，人民群众是这场斗争中的主体力量。新型冠状病毒威胁着

每个人的健康，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期。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个

人与家庭、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为了自身的安全、亲人的健

康、同事的幸福、社区的安宁，需要每个人自觉投入战斗。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掌握了防

控知识，防控疫情的大网才能织好、织牢。只有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包括农村社区的动员能

力，实行网格化、地毯式管理，将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到人，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

隔离、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有效实现“防输入、防蔓延、防输出”的疫情防控目标。

实践充分证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既是我国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防控疫情

的关键举措。【详细】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习近平总书记 1月 27日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131/c40531-31565948.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203/c40531-31568059.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130/c40531-31564797.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130/c40531-31564797.html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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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科学判断形势、精准把握疫情，各级党组

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严明号令、有力动员，鼓舞和激

励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守护人民幸福安康。【详细】

坚定信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1 月 25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

再动员。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

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要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

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详细】

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和平的年代没有硝烟，但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同样考验着每一个人。面对急难险重任

务，必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

的工作来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

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

加强工作，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详细】

■ 学习文选·知识问答

1. 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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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B.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

C. 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和身体健康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20/0129/c117092-31564038.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126/c40531-31562531.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126/c40531-31562531.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127/c40531-31562950.html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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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身体健康

2.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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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依法合理有序防控

B. 依法科学有序防控

C. 依法依规有序防控

D. 依法科学总体防控

3.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只

要（ ），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A.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B. 坚守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C.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有效防治、精准施策

D.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确施策

4.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在防控疫情斗争中经受

考验，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及时发声指导，及时掌握疫情，及时采取行动，做到

（ ）。

A.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B. 各尽其责、守土尽责

C. 守土有责、各司其职

D.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5. 要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等工作，切实做到（ ）。要加大对重点场所特别是农贸

市场、集贸市场、超市的禽类、野生动物等交易的监管和卫生学处置力度，加强源头防

控。

A. 早宣传、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B. 早发现、早干预、早隔离、早治疗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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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D. 早宣传、早干预、早隔离、早治疗

本期答案 1、A 2、B 3、A 4、D 5、C

■ 编读往来

这里，是我们与您沟通的桥梁，您的建议，《党政干部学习文选》愿意听，您的想法

对《党政干部学习文选》很重要！

我们开辟“编读往来”这个栏目，旨在加强编辑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目的只有

一个：把文选办得更好，满足读者和网友的需求。它是我们与您沟通交流的使者。如果您

对我们的文选有更好的建议，或者对某篇文章有不同的见解，您都可以点击留言处畅所欲

言。对于您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反馈。您的参与定会成为推动杂志更快更好发展的动力，我

们期待着您的参与！>>>留言投稿信箱：lilun@people.cn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4319/index.html
mailto:lilun@people.cn
http://cpc.peopl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