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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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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
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
报，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奋战在
全国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的广大干部
职工、医疗卫生工作者和科研人员、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各方面人员致
以崇高的敬意，向患病者及其家属
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在讲话中
指出，这次疫情发生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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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两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

究，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
保证的通知》。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多次开会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
作，中央指导组积极开展工作。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协调调度，及时
协调解决防控工作中遇到的紧迫问
题。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军队积极支
援地方疫情防控。各地区成立了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各党

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紧急行
动、全力奋战，广大医务人员无私奉
献、英勇奋战，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
城、团结奋战，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打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全国
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
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在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防
控工作正有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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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8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 黄 伟）2月3日
下午，省长吴政隆主持召开省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视频调度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疫情防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传达贯彻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下发通知
精神和省委书记娄勤俭的批示要求，
进一步科学研判形势、强化防控措施。

会议指出，前一段时间，全省各地

各部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统一领导、统一
指挥，同舟共济、团结一心，狠抓落实、
连续奋战，疫情防控工作富有成效。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形势的严峻
性、复杂性、艰巨性，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决

不允许有丝毫麻痹和侥幸，以更严要
求、更硬措施、更实作风，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会议强调，严防疫情蔓延，关键在
于管住人，要采取更加严格措施防输
入、防扩散。要通过强化联防联控、群
防群治的措施，进一步管控好流动性
以及重点人员、重点群体、重要场所，
特别是交通工具、交通设施、商场、农
贸市场等， ▶下转7版

吴政隆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视频调度会议

进一步科学研判形势强化防控举措

本报讯（记者 陈月飞）3日，春
节后上班第一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召开扩大会议，就融入疫情防控工作
大局、充分发挥人大作用进行研究部
署。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组书记娄勤俭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
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震宁主持会议
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邢春宁、刘捍

东、魏国强、曲福田和秘书长陈蒙蒙参
加会议，副主任许仲梓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省委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入分析研判疫
情形势，紧密切合省情实际，采取有针对
性的防控举措，推动我省疫情防控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省人大常委会要坚决贯
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把疫情防控工
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更加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以投身疫情防控的实际行动体现地
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责任担当，多措并举
助力打好疫情防控总体战。▶下转8版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在疫情防控大局中积极发挥人大作用

为切实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以下简称疫情防
控）工作，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
传播，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
好地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企业要坚决落实《省政府
办公厅关于延迟企业复工的通知》（苏
政传发〔2020〕20号）要求，除涉及保障
公共事业运行必需（供水、供气、供电、

通讯等行业）、疫情防控必需（医疗器械、
药品、防护品生产和销售等行业）、群众
生活必需（超市卖场、农贸市场、食品生
产和物流供应等行业）及其他涉及重要
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外，其余各类企业
不得早于2月9日24时前复工。

二、有特殊原因需提前复工的企
业，必须书面申请并经生产经营所在地
的设区市政府同意后，方可复工。对春
节期间连续生产的企业，在落实好各项
疫情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可维持现状生
产，在2月9日24时前如需增加在岗职

工规模扩大生产，必须书面申请并经生
产经营所在地的设区市政府同意。

三、各企业要坚决落实防疫主体
责任，在复工前要制定完善本企业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预案
和工作方案，建立防控工作责任制，并
将责任分解到部门、落实到人，要保障
疫情防控所必需的物资、场所、人员与
经费，按照《江苏省工业企业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卫生学技术
指南（试行）》相关要求落实好复工前后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下转8版

致全省企业的一封信

本报讯（记者 黄 伟）省安委会
近日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传达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
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批
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
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省长吴
政隆主持会议。

吴政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
生产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为我们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相结合，深刻吸取教训，毫不
放松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整
治风险隐患，以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和良
好成效践行“两个维护”。

吴政隆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扎实做好节后企业复产复
工的安全生产工作，加大对交通运输、
化工等重点领域重点企业隐患排查整
治力度，严格落实复产复工安全验收
等具体措施，实现节后安全生产形势
平稳过渡。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重要
物资生产、销售、运输等企业的安全生
产工作，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省有关职
能部门加强指导、加强服务，在做好企
业自身疫情防控的同时，▶下转7版

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
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省安委会召开全体成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的
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吴政隆主持

这个春节，因为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许多人奋战在工作第
一线。3日，全省机关事业单位
节后上班第一天，各地各部门以
更加饱满的状态，一手防控疫情，
一手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坚守一线，抓复工复产

“省工信厅肩负省企业防控
的重要职责。疫情发生以来，省
企业防控组始终战斗在一线、工
作在一线，夜以继日，抓复工、抢
生产，保原料、增产能。”省工信
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朱世培表
示，节后一上班，厅领导按照分工
带队奔赴各地，现场指导企业生
产、及时协调相关问题。

朱世培介绍，省工信厅前期
已选派一批“驻厂员”，节日期间
坚守一线，现场督察物资封存、统
筹调度，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3日当天，又选派了新一批

“驻厂员”，开赴防控用品生产一
线，践行“我是党员我先上”的承
诺，确保“防控物资生产不断线，
企业防控无死角”。▶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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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季学期因疫情影响而延期，全省各中小学发挥在线教育和线上学习
等平台作用，为学生提供免费优质在线教育。图为一位学生昨日在家长的陪同
下通过“名师空中课堂·金陵微校”在线教育平台学习。 本报记者 赵亚玲摄

省委日前召
开的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
对受疫情影响的
企业要加大帮扶

力度。苏州迅速跟进，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
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得到了商务部和众网友的一致点
赞。这启示我们，当此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惠企助企必
须“快准实”，真正做到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不少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计划。假期延长、返工延迟，一些企业的资金链面临较大
压力，甚至需要通过贷款发放工资，面临生死存亡考验。
倘若一批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而倒下，即便其经济总量
占比较小，也会产生蝴蝶效应，既不利于当下的疫情防
控，更不利于疫后全面恢复。

中小企业感受到了“燃眉之急”，这也是非常时期给
政府部门出的一道“非常考题”。 ▶下转8版

以非常之举
解企业“燃眉之急”

本报讯（记者 韩 雷）2日，苏州市出台《关于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
的十条政策意见》，从加大金融支持、稳定职工队伍、减缓
企业负担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给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
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吃下“定心丸”。

在金融支持方面，苏州各银行机构将确保今年的小
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对受疫情影响较
大，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小微企业，不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各银行机构将通过压降成本费率，加大对
小微企业，特别对重点领域和资金困难的中小企业的支
持力度，确保今年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高于去年同期融
资成本。

在稳定职工队伍方面，苏州将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
参保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
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
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
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对受疫情影响，面临暂
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
小企业，按规定经批准后，可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
工伤保险费，缓缴期最长6个月。缓缴期满后，企业足额
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

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苏州将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
营用房的中小企业，1个月房租免收、2个月房租减半。
由于疫情原因，导致发生重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
到重大影响，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企
业，可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对受疫情
影响办理申报困难的中小企业，可申请依法办理延期申
报；对确有特殊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企业，可申请
依法办理延期缴纳税款，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据了解，该政策的执行期为发布之日起的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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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这个例子非常好！”2月3
日，在国务院举行的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炳
南特意点赞苏州及时出台政策支持
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做法。

2月2日晚，苏州出台《关于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
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
见》，从加大金融支持、稳定职工队
伍、减轻企业负担三方面，全力支持
受到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遇到困难
的中小企业，助其渡过难关。这是
疫情发生后全国首个针对中小企业
的扶持政策，被称为苏“惠”十条。

实际上，这也是苏州率先谋划
疫后工作的扎实举措。“中小企业抗

风险能力较弱，现在不能按原计划经
营生产，而刚性支出又不能少，压力前
所未有的大。”苏州市工信局副局长蔡
剑锋说，苏州是全国制造业大市，拥有
众多中小企业，为防止疫情带来的经
济风险，苏州提早着手研究对应政
策。他表示，为保证政策的针对性、科
学性，春节期间，各部门马不停蹄走访
调研大量中小企业，认真梳理企业因
疫情防控遇到的实际困难。针对不少
企业反映职工薪资成本较高，税收、租
金压力大，以及复工后筹措资金的难
度较大等共性问题，苏州量身定制扶
持政策。

“这十条政策十分接地气，对苏州
的中小微企业来说既振奋又温暖。”
在看到这一意见后， ▶下转8版

苏“惠”十条获商务部点赞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众志成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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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不只
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支持。

■ 要重点抓好防治力量的区域统筹，坚决把救治资源和防护资
源集中到抗击疫情第一线，优先满足一线医护人员和救治病人需要。
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仍然是全国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 要全力以赴救治患者，保障医疗防护物资供应，努力提高收治
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这是当前防控工作的突出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