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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耿 联） 4月10
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
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
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
讲话精神。省委书记娄勤俭在主持
学习会时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完善重
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探索形成与江
苏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
隆，省政协主席黄莉新，省委副书记

任振鹤参加学习。
学习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成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国
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讲
话精神进行了认真学习，吴政隆、张
敬华、蓝绍敏交流了学习体会，陈星
莺作了专题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
时代卫生健康工作特别是加强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
遵循，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
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强弱项、强功

能，进一步提升科学高效的应急指挥
能力，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建设，进一步提高应急物资保障能
力，进一步提高应急物资生产组织能
力，进一步提升法治保障能力，切实
构筑起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的坚固防线。

娄勤俭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指示，始终贯穿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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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国家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要讲话精神

娄勤俭主持 吴政隆黄莉新参加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安全生产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当前，全国正在复
工复产，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分
区分类加强安全监管执法，强化企
业主体责任落实，牢牢守住安全生
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习近平指出，从2019年的情
况看，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总量、较
大事故和重特大事故实现“三个继
续下降”，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好
转，但风险隐患仍然很多，这方面
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习近平强调，生命重于泰山。
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安全生产
摆到重要位置，树牢安全发展理
念，绝不能只重发展不顾安全，更
不能将其视作无关痛痒的事，搞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要针对安全生
产事故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层层
压实责任，狠抓整改落实，强化风
险防控，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
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当前，
全国正处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安
全生产意识和工作丝毫不能放
松。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各单位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牢
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压实责任，深
入排查各领域各环节安全生产隐
患，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坚持系统治理、精准施策，
扎实推进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
运输、工业园、城市建设、危险废物
等重点领域安全整治，确保见到实
效；加快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和
管理制度体系、隐患排查治理和风
险防控体系，加强监管执法和安全
服务，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1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
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
会议通报了去年以来的安全生产
情况，并就统筹做好当前复工复产
安全防范工作、扎实开展全国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作出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安委
会主任刘鹤，国务委员、国务院安委
会副主任王勇、赵克志出席。

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李克强批示要求，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实抓细复工
复产安全防范工作。要围绕从根
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在全国深入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要强化组织领导，把解决问题、推
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作为整治的
关键，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执法体
系，提升基础保障能力，加强应急
处置，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
部和天津、安徽、广东负责同志在会
上作交流发言。此前，国务院安委
会召开全体会议，研究了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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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耿 联） 4月10
日，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
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娄勤俭
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深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全面推进
复工复产工作，对我们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指

示精神，立足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
景，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扎实推进各
项既定部署落地，致力危中抢机、化
危为机，努力把倒逼压力转化为前进
动力，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的分析判
断，清醒认识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和严
峻性，确保思想上不松劲、不懈怠。
在疫情形势的把握上，要沉着冷静观
察，保持清醒头脑，切实做好应对境
外疫情持续输入对我省疫情防控带

来更大挑战的思想准备；在工作策略
的把握上，要坚持底线思维，切实做
好把“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作为一场
较长时间的战斗来打的思想准备；在
工作重点的把握上，要增强敏锐性，
及时分析研判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
各个领域潜藏的风险隐患，切实做好
防控和发展较长时间双线作战的思
想准备，绝不能让来之不易的防控持
续向好态势发生逆转，绝不能让加快
恢复的生产生活秩序出现阻滞。

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因
时因势创新思路方法， ▶下转3版

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认识外部环境变化
积极做好各项应对工作

娄勤俭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黄 伟） 4月10
日上午，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电
视电话会议后，省长吴政隆主持召开
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要
求，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以
及刘鹤副总理、王勇国务委员、赵克
志国务委员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
立、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和安全发展
理念，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全面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推动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整出成效，切实加强安全
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持续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
好，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提供有
力安全保障。

吴政隆指出，要深刻认识当前安
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进一步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论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全国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委省
政府工作部署，深刻吸取“3·21”等重
特大事故教训，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到
重要位置，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牢牢守住底线，以抓好安全生
产的有力举措、过硬成果践行初心使
命、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扎实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进一步压紧压
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
业主体责任，系统推进专项整治，抓
薄弱、补短板，务必整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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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政隆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持续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既要抓好疫情防控，又要抓好
经济社会发展；既要警惕“黑天鹅”，
又要防范“灰犀牛”；既要保安全抓
环保，又要谋创新促发展，这些都要
求领导干部，要锤炼“长期两线作
战”的能力，从思想、能力、作风上适
应两线作战的现实，在风雨前行中
赢得两线胜利。

新冠肺炎疫情是“不速之客”。

最初人们预期，疫情会像当年非典
一样，来得猛去得快，只要把手头工
作放一放，全力战“疫”，一切就能恢
复正常。从目前看，虽然我国疫情
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
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
秩序加快恢复，可国际疫情持续蔓
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在较长一段
时期内处于两线作战状态，恐怕很
难避免。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面
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
形势，我们必须强化底线思维，做好
较长时间两线作战的准备。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中国人自

古就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
在前进的道路上，有风和日丽，也有
风雨交加，并不奇怪。很可能这种病
毒被战胜了，新的挑战又在酝酿；一
个“黑天鹅”被化解了，下一个“黑天
鹅”又在路上。正因为此，我们说“有
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
雨兼程是状态”，我们说“要以大概率
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也正因为
此，我们要习惯“风雨兼程”，适应“两
线作战”，善于“左右进击”，勇于在认
识风雨中适应风雨，在笑对风雨中战
胜风雨。当前，既要摒弃“坐等疫情
过去再说”“疫情之下发展慢一点也
能理解”的不作为思想，▶下转4版

锤炼“长期两线作战”的能力
刘庆传

本报讯（记者 鹿 琳）南京市
建邺区近日发布“012科创森林成长
计划”，面向创新创业者推出每天每
平方米0元、1元、2元租金载体，广纳
天下英才到建邺“建功立业”。

“012科创森林成长计划”包括
“0·天使A梦计划”，针对普通高校在
校生和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含海

外留学生），打造最长两年期限的“0
租金”大学生创业共享空间和孵化器
平台；“1·探路者计划”，面向在0元大
学生创业共享空间2年内孵化成功的
项目及符合建邺区主导产业方向的初
创型科技企业，推出最长3年期限的

“1元”租金载体，功能为加速器平台；
“2·活力水手计划”，面向从1元加速

器平台毕业的初创期企业打造一批“2
元”社会载体科创产业园，首批22个
载体面积超49万平方米。

“‘012科创森林成长计划’致力
于打造低成本、高质量的创业空间，
支持大学生创业，缓解疫情带来的就
业困难；为初创企业赢得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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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建邺发布“012科创森林成长计划”

“0租金”到建邺“建功立业”

生命重于泰山。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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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发展不顾安全，更不能将其视作无关痛痒的事，

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针对安全生产事故主要

特点和突出问题，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整改落实，强

化风险防控，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

10日，江苏鼎盛重工有限公司举行中远海运散运铝土矿项目驳运设备交船典礼。经过300多天的施工，长109米
的海上过驳平台全部完工，正式移交给中远海运集团益丰船务企业有限公司。 王 珵 崔世林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日前同阿根廷总统费尔
南德斯互致信函，就两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交换意见。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对阿根廷政府和人民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表
示，中方坚定支持阿根廷抗击疫情的
举措，向阿方紧急提供了抗疫物资，

两国专家举行了疫情防控经验交流
会。中方愿继续同阿方分享防控经
验和诊疗方案，向阿方提供力所能及
的物资帮助，加强抗疫交流合作，为
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作出
积极贡献。

费尔南德斯感谢中方为阿方提
供大力支持。费尔南德斯表示，中国
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强大领导力和

创造力，为阿根廷树立了榜样。中方
拥有全球最专业的防控经验，我们希
望向中方学习借鉴。我坚信，两国防
控疫情合作将深化阿中人民的友好
互惠关系。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0日晚同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通电话。

▶下转4版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互致信函
同委内瑞拉墨西哥总统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