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4日，国家卫健委就进一步
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
症患者医疗救治有关情况举行发
布会。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
长焦雅辉介绍，目前全国31省份共
设置了1.5万发热门诊， 定点医院
2092家。截至3日，全国医疗机构发
热门诊一共接诊220865人次，较前
一日减少了16710人次， 下降7%。
从全国监测情况看，近日发热门诊
就诊人次都是在下降。

【释疑1】
武汉的病死率为何较高

焦雅辉介绍，按照确诊病例的
病死率来算， 截至2月3日24时，全
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累计
确诊病例20438例， 累计死亡425
人。根据这个数字来推算，全国确诊
病例的病死率是2.1%。 死亡患者
主要集中在湖北省， 累计414人，
占全国死亡人数的97%， 湖北省
确诊病例的病死率是3.1%。另外，
武汉市的死亡人数是313人，占全
国死亡人数的74%， 武汉市的病

死率是4.9%。 如果除掉湖北省，其
他省份的病死率是0.16%。

对于武汉的病死率比全国其他
省份要高，焦雅辉称，前期重症病人
主要是收治在三家定点医院， 这三
家定点医院的重症医学床位只有
110张，容量远远不够，其他的重症
患者分散在20多家医疗机构， 比较
分散，也不利于管理，另外也不是由
重症医学科专业的医疗团队进行管
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摊薄了优质
医疗资源的力量。

【释疑2】
抗疫新药研发进展如何

科技部生物中心副主任孙燕荣
在发布会上介绍，已发现磷酸氯喹、
法匹拉韦以及中成药中一批具有抗
病毒活性的上市药物。此外，对于近
日网络热议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
韦，孙燕荣回应称，这是一种在国外
已经应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
药物， 在相关科研中已经展现出了
较好的效果，“预计这一批药物在4
日下午抵达国内。” ■据新华社

本报2月4日讯 今天下
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
于安全生产、 生态环保的重
要批示精神， 传达学习中央
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部署做
好我省疫情防控、安全生产、
生态环保、政法等工作。省委
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
话。

补短板， 从源头上控制
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上的重要讲话， 准确把握了
当前疫情防控的新形势新情
况新特点， 对做好下一步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 全省各级
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
和全局观念， 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 坚决服从党中央统
一指挥、 统一协调、 统一调
度， 善于从政治上全局上谋
划推进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全省步调一致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确保令行禁止。
要全面落实坚定信心、 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
要求， 继续统筹抓好联防联
控、医疗救治、宣传舆论、物
资保障等工作， 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要统筹抓好
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工作， 在抓好防疫工作的
同时， 紧盯年度目标任务特
别是“一脱贫三促进六覆盖”
等重点任务真抓实干， 以实
干实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要做好应
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密
切监测经济运行状况， 聚焦
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
和影响，加大企业帮扶力度，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打好
三大攻坚战， 着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 要以疫情防治为切

入点， 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加快补
齐应急管理、公共卫生、市场监
管、法治建设、储备体系等方面
的短板， 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
共卫生风险。

全面深化政法领域改革
纵深推进扫黑除恶斗争

会议强调， 要树牢安全发
展理念， 增强红线意识和底线
思维， 坚持问题导向、 结果导
向，结合湖南特点，针对薄弱环
节提出务实管用有效的措施，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
防范和遏制各类重特大安全风
险和事故发生。 要统筹做好疫
情应对和安全风险防控， 提前
部署复工复学的安全管控，切
实防范春运车流高峰期道路交
通事故。要层层压实责任，完善
规章制度，夯实基础工作，落实
安全生产“一票否决”，最大限
度消除事故隐患。

会议强调， 要坚定不移贯
彻新发展理念， 把生态环境保
护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方面， 坚定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信心、措施不动摇，
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
治污，以“一江一湖四水”系统
联治为重点， 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

会议指出， 要坚持党对政
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全面深化
政法领域改革， 坚持把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 纵深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抓好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不
断提高执法司法质效， 建设更
高水平的平安湖南、法治湖南。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法工作的
领导， 努力建设一支党和人民
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
队伍。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记者 贺佳

四川雅安市69岁的侯某有意
隐瞒途经武汉汉口返雅安的事
实，多次在外活动，密切接触群众
达100余人。在医生等多次询问是否
有武汉、湖北等地居住和旅游史的
情况下，其仍然否认，导致有30多
名医护人员密切接触。1月31日，
侯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2月3
日 四川日报）

“过年不串门， 出门戴口罩；
亲戚不走，来年还有，朋友不聚，回
头再叙……”类似这样的宣传，如
今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都能
听到。“全民防疫”的语境下，做好

防护、少出门、少聚会、勤洗手等已
经成了耳熟能详的常识， 但总有
少数人，将这些规劝置若罔闻，结
果对他人健康安全造成威胁，也
给当地疫情防控造成不利影响。

针对侯某“故意隐瞒密切接
触史”的行为，雅安市应对新冠肺
炎应急指挥部责成市县公安、卫
生健康、 监委等部门负责，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等相关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省、市指挥
部通告要求， 对侯某进行专项调
查，查实后将依法依规从严惩处。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
数不断增加，1月20日， 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乙类传染
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
制措施。卫健委该文的出台，意味
着在这个非常时期，防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可以利用《刑法》大
力打击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治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这也
意味着， 若明知自己已经感染或
有可能感染病毒却刻意隐瞒且四
处游走导致病毒传播给他人，并
拒绝配合隔离治疗的， 极有可能

因违反《刑法》 第三百三十条的规
定，从而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

现在疫情正处于复杂期， 在防
控工作中，开展“接触史调查”是最
大范围缩小潜在危害、 最大程度做
好防控的有效办法， 但凡有去往疫
区经历的人或有过接触史的人，理
应配合调查，说出实情，这既是对自
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对于类似
侯某这样的人，经规劝无效后，理应
依法以强制手段使其配合调查，若
拒不服从，则可刑法伺候。

重大疫情面前， 公共安全最为

重要， 个人必须要考虑到自己行为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最近，新闻媒体
报道了一些“惩罚故意隐瞒行为”的
案例， 这也是给那些故意隐瞒接触
史的人敲响了警钟， 无论因为什么
原因而隐瞒， 其结果都只会造成更
大的社会危害， 给他人的生命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

莫让隐瞒误了防疫大事， 希望
每一个人都要切记这一点， 不要抱
侥幸心理，更不要不听规劝。疫情当
前，大家都要负起责任来，这样才能
共同打赢这场“硬仗”。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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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4日讯 2月3日，
湖南省总工会发文， 决定追
授湖南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局局长、党委书记张辉“湖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张辉同志生前任湖南省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局长、
党委书记，2020年1月担任湖
南省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综合监督组副组长。连
日抗战在疫情防控一线，2月
1日凌晨,因劳累过度突发急
性心肌梗死, 经抢救无效不
幸去世,年仅56岁。

湖南省总工会号召全省
广大职工学习张辉同志对党
忠诚、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
健康至上、 生命至上的仁爱
情怀，恪尽职守、甘于奉献的
职业操守，不畏艰险、胸怀大
爱的崇高品格， 大力弘扬劳
动精神、 劳模精神、 工匠精
神，立足本职，争创一流，为
打赢疫情阻击战、 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做出更大贡
献。 ■记者 邹靖方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重要讲话及有关重要批示精神

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省总工会追授张辉
“五一劳动奖章”

国家卫健委：全国确诊病例病死率为2.1%

发热门诊就诊人次在下降

2月4日，工人在改造中
的武汉客厅内加紧施工。3
日晚，3所“方舱医院”在武
汉开建，至4日早上，已搭起
数百张临时病床。这三处“方
舱医院” 位于武汉国际会展
中心、洪山体育馆等处，以收
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轻症患者为主，将提供3400
张医疗床位。 新华社 图

武汉赶建
“方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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