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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3 月
16日出版的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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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文章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
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
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
要把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作为科技战线
的一项重大而紧迫任务，综合多学科
力量，统一领导、协同推进，在坚持科
学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快研发
进度，尽快攻克疫情防控的重点难点
问题，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文章指出，要加强药物、医疗装
备研发和临床救治相结合，切实提高
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尽最大努力挽

救更多患者生命是当务之急、重中之
重。科研攻关要把危重症患者救治
当作头等大事，强化科研攻关支撑和
服务前方一线救治的部署，坚持临床
研究和临床救治协同，让科研成果更
多向临床一线倾斜。要加快药物研
发进程，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
用，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
有效药物，同时根据一线救治需要再
筛选一批有效治疗药物，探索新的治
疗手段，尽最大可能阻止轻症患者向
重症转化，切实提高治愈率。要采取
恢复期血浆、干细胞、单克隆抗体等
先进治疗方式，提升重症、危重症救
治水平，尽量降低病亡率。

文章指出，要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
化链条有机衔接，为有可能出现的常态
化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疫苗作为

用于健康人的特殊产品，对疫情防控至
关重要，对安全性的要求也是第一位
的。要加快推进已有的多种技术路线
疫苗研发，同时密切跟踪国外研发进
展，加强合作，争取早日推动疫苗的临
床试验和上市使用。加快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
业化体系，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

文章指出，要统筹病毒溯源及其
传播途径研究，搞清楚病源从哪里
来、向哪里去。利用病毒蛋白和不同
受体的结合特征，评估可疑动物作为
中间宿主的可能性，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流行病学和溯
源调查，提高精准度和筛查效率。

文章指出，要做好患者康复和隔
离群众的心理疏导工作。病人心理康
复需要一个过程，很多隔离在家的群

众时间长了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心理问
题，病亡者家属也需要心理疏导。要
高度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动员各方
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

文章指出，要完善平战结合的疫
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
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
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
的重大风险挑战。要把生物安全作
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坚
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
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加强疫病
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和能
力建设。要统筹各方面科研力量，提
高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水平。要加强
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完善疫情防控
预警预测机制，及时有效捕获信息，
及时采取应对举措。 ▶下转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日前，省

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
任娄勤俭主持召开省委全面依法治
省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
贯彻落实举措。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
任吴政隆、任振鹤、王立科出席会议，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委员参加
会议。

娄勤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对依法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
出全面部署，深刻阐述了夯实中国之
治的制度根基，就深化依法治国实
践、推进国家治理提出了重大要求。
我们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要从推进国家治理的角度加深理解，
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始终坚持依法办
事，深入推进法治为民。要从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角度加深理解，着力营造
法治化的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充分
激发各类主体的发展动力和活力。
要从应对风险挑战的角度加深理解，
充分发挥法治在化解矛盾风险中的
关键作用，用法治筑牢抵御各种风浪
考验的压舱石。

娄勤俭强调，当前疫情蔓延扩散
势头已经得到基本遏制，但夺取全面
胜利来不得半点松懈，同时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高水平全面小康还有许多
硬骨头要啃，越是任务繁重，越是要厉
行法治。要依法落实防控措施，严格
执行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
要依法保障复工复产，推动相关扶持
政策尽快落到企业，及时为各类企业
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要依法维
护社会秩序，严肃查处破坏医疗秩序、
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为困难群众及时提供法律援助。

娄勤俭指出，省委十三届七次全
会确立了推动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的目标，法治
建设既是重要内容，又是重要支撑。
要加强法治供给，紧扣我省高质量发
展的重点领域、重要任务，在现代产业
体系建设、打好三大攻坚战、优化营商
环境、保障改善民生、推动安全发展等
方面加快配套性、创制性地方立法步
伐。严格法律实施，进一步理顺执法
体制，持续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
服”改革，深化司法体制配套改革，有针对性地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开展
多层次法治创建活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和公民道德体系建设，让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转化为全省人民的自觉行动。要落实党委领导责任，发挥“关
键少数”作用，加强法治队伍建设，凝聚法治江苏建设工作合力。

会议审议了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2020年工作要点等文件。

娄勤俭主持召开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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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中国“咖啡创新产业园”
项目签约仪式13日在昆山举行。

这杯“咖啡”非比寻常——今年
星巴克在中国投资的首个产业项
目、在美国以外最大的生产性战略
投资项目、打造业内首家全产业链
的咖啡创新产业基地⋯⋯“首个”

“最大”，都在昭示这杯“咖啡”的含
金量。在战疫的关键时刻，这杯“咖
啡”更加提神振气——让外界看到
了外企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信
心，对来江苏投资创业的热情；也让
外界感受到江苏从疫情中快速“苏
醒”、开放再出发的蓬勃之势。

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反映地
区经济活力和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
——“星巴克指数”，即一个地方的
星巴克门店越多，经济往往越有活
力。透过这杯“咖啡”，可以品出外
商对江苏营商环境和发展潜力的高
度认可，也能品出江苏这片投资热
土的信心和生机。

信心是黄金。这份信心曾备受
考验，更显可贵。随着国际产业分
工和全球产业布局的深度调整，有
的外国企业考虑要素价格变化情
况，向劳动力等成本比较低的地方
转移。但有这样两组数据值得关
注：一组是，2019年1-11月，江苏实
际使用外资209.5亿美元，同比增长
3.2%，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不止是
规模，质量也不断提升。目前，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成为江苏外资
重要集聚领域。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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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秦淮灯会昨重启南京秦淮灯会昨重启

3 月 15 日，苏州高新区鹿山路
666 号，苏州松下半导体有限公司
2333名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

“目前我们产能已恢复到 90%，
来之不易！”松下半导体涉外企划室
室长刘枫记得清楚，2 月 10 日公司

复工时，2500 名员工仅到岗 600 多
人，一笔海外汽车客户的订单交货
在即，一旦延误将面临巨额赔偿。
地方政府全力协助，员工一批批陆
续返岗了，但上下游供应商又出问
题。为其提供车载摄像头外壳树脂

支架的山下电子在苏州工业园区，
两区相关部门跨区合作，助力山下
电子复工复产。

外资企业是我省奋力夺取防疫
和发展双胜利的重要力量。作为江苏
最大的外资集聚地，苏州市拥有 1.7
万家外资企业，其中规上外资工业企
业 4033 家。截至 2019 年底，苏州累
计实际使用外资1320亿美元，位居全
国大中城市第三位。 ▶下转4版

苏州外资企业有序实现复工复产

“这里的服务让我们信心满满”

本报讯 （记者 顾 敏） 近日，省
政协主席黄莉新走访部分省政协委
员所在的服务业企业，实地调研企业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市工作。

黄莉新首先来到江苏弘阳集团
有限公司运营的弘阳广场，详细了解
商业综合体疫情防控和复工经营情
况。弘阳集团是省政协常委曾焕沙
创办的一家综合类产业集团，近期集
团及时推出商户租金减半及酒店预
订无损取消等措施，客流量正逐步恢
复。疫情发生后，该集团先后向湖北
捐赠了两座核酸检测实验室、1 万多

套医用防护服、上百吨医疗物资，同
时向江苏援鄂一线医护队员专项捐
款 500 万元，捐款捐物总价约 1500
多万元。黄莉新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她说，要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积
极稳妥推进复工复市，打通线上线下
销售平台，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随
后，黄莉新来到南京环亚宝丽投资实
业有限公司运营的鼓楼环亚凯瑟琳广
场。在省政协委员、董事长李明霞的
陪同下，黄莉新走进广场内的超市、餐
饮店、艺术培训中心等，向商户负责人
仔细询问复工复市情况。▶下转2版

省政协调研服务业企业
复工复市情况

黄莉新参加

平旷的工地上，传来阵阵桩基施
工声；工程车来回穿梭，大型挖掘机

“隆隆”轰鸣⋯⋯疫情之下，连云港徐
圩新区的繁忙景象令人振奋。3 月
11 日下午，记者在全省首屈一指的
重大项目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现场
了解到，当天有 1000 多名工人戴着
口罩在施工作业。“复工以来，我们组
织工人加班加点，千方百计把疫情耽

误的工期抢回来。”盛虹炼化（连云
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付光说。

眼下，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
态势正在拓展，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是当务之急。徐
圩新区下足“绣花功夫”，在全力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园区重大项目
逐步有序恢复施工建设，跑出复工

“加速度”。 ▶下转8版

连云港徐圩新区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复工复产

下“绣花功夫”做“重头文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武汉新冠肺炎重症病人救
治的 9 家高级别、高水平定点医院之
一，收治的患者病情危重、复杂。来
自上海、广东、山东、浙江、江苏、福建
等 6 个省市 17 支医疗队共计 2349
名 医 务 人 员 ，与 该 院 光 谷 院 区 近
800 名医护人员并肩战疫，协力同死
神较量。

截至3月15日，在同济医院光谷
院区的 17 支各地援武汉医疗队中，
有 5 支医疗队负责的病区“零死亡”，
其中 3 支是“江苏队”——南京医疗

队一队、二队和无锡医疗队。近日，
国家卫健委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调
研时要求“迅速复制推广成功经验”，
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零感染！
上下班通道设立“防护班”

3 月 13 日上午 8 点半，第五批江
苏援湖北医疗队无锡医疗队队员、无
锡市人民医院危重症护理主管护师
毛芸早早来到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医
护通道处，做完院感巡查后，等待早
班医护人员到岗。每一位进入人员，

口罩是否达到标准，防护服穿戴是否
合乎要求，她都细细检查，达不到要
求的立即整改，合规后再予放行。同
时，每一位下班出舱的人员，都要在
她监督下进行严格的消杀，对防护
服、手套、口罩、护目镜等防护用品进
行处理后，才准走出医院。

毛芸所在的无锡医疗队，从 2 月
9 日抵达武汉的第一天起，就成立了
一个“防护班”。一天 5 个班次，一共
8 人，专门负责所有医护人员上下班
的感控，在已有的院感控制基础上再
加上一道“安全阀”。 ▶下转8版

5支医疗队负责的病区“零死亡”，其中3支是“江苏队”

“光谷经验”闪耀江苏智慧

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

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
如期实现高水平全面小康的意见

15 日，南京市秦淮区在夫子庙举办“春风十里，秦淮等你”现场活动暨“惠民消费月”启动仪
式，宣布重启秦淮灯会和灯市，发布“战疫情”促消费六项举措。图为秦淮灯会现场。

通讯员 聂珍香 本报记者 邵 丹摄
关注交汇点
看精彩视频

疫情防控不松劲 推动发展再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