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援印尼抗疫
首批物资
运抵雅加达

当地时间3月
26日晚，在印尼雅
加达苏加诺哈达机
场， 印尼减灾署和
海关的工作人员正
在清点货物。 中国
政府援助印尼用于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首批医疗物资运
抵雅加达。

新华社 图

本报3月27日讯 今天上午，
“中国湖南与多米尼加新冠肺炎防
治工作交流视频会议”在省卫健委
举行，我省多名专家分享了有关疫
情防控、患者诊治、复工复产等方面
的经验。这是湖南又一次参与国际
抗疫合作的生动实践。

中国驻多米尼加大使张润、
多米尼加经济部长邓胡安、驻多米
尼加世卫组织代表莫拉莱斯、多米
尼加经济部双边合作司司长克鲁
斯、卫生部流行病司司长培尼亚等，
和湖南省卫健委主任陈小春，省委
外事办主任徐正宪，省新冠肺炎省

级医疗救治高级专家组组长、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呼吸内与危重症科
教授胡成平，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
应急办主任刘富强等在视频连线
两端参加会议。

会上， 陈小春重点介绍了湖
南把控制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
作为关键着力点，把“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
求和“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
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贯彻始
终，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
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
抓。在各级各部门、广大医务工作者

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取得
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

胡成平耐心细致地回答了新冠
肺炎呼吸治疗、激素治疗、危重症患
者早期预警等10个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方面的问题。 刘富强与省卫生健
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鸿君一
道，就不同风险地区疫情防控措施、
医护人员、 安保人员等个体防护等
问题，交流了湖南省的做法。

本次视频会议由湖南省卫生健
康委、湖南省委外事办共同主办，中
国驻多米尼加使馆提供协助。

■记者 易禹琳

湖南专家向多米尼加传授疫情防治经验
湖南又一次参与国际抗疫合作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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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和当
前经济形势的汇报，研究当前
疫情防控和经济工作，决定将
有关意见提请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

会议认为， 经过全国上下
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疫
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成绩
来之不易。当前，国内外疫情
防控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新
的重大变化，境外疫情呈加速
扩散蔓延态势，世界经济贸易
增长受到严重冲击，我国疫情
输入压力持续加大，经济发展
特别是产业链恢复面临新的挑
战。 要因应国内外疫情防控新

形势，及时完善我国疫情防控
策略和应对举措，把重点放在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上来，保
持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态势。

会议指出， 要加强对境外
我国公民的关心关爱， 驻外使
领馆要做好领事保护、 防护指
导和物资保障， 保护他们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要密切跟
踪和分析全球疫情走势， 快速
精准识别和管控风险源风险
点，加强口岸卫生检疫，优化入
境流程， 落实入境人员集中隔
离要求， 安排好生活服务和健
康监测。 要推进疫情防控国际
合作， 同世界卫生组织深化交
流合作， 继续向有关国家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分
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沙特国王
萨勒曼通电话。

中美应该团结抗疫

国家主席习近平27日应约同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 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
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
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通
报疫情信息， 包括第一时间发布
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 毫无保留
地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
并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
支持和援助。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同国际社会一道战胜这场疫情。

习近平指出， 流行性疾病不
分国界和种族， 是人类共同的敌
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
战而胜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昨
天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
新冠肺炎特别峰会达成不少共
识，取得积极成果。希望各方加
强协调和合作，把特别峰会成果
落到实处，为加强抗疫国际合作

、稳定全球经济注入强劲动力。中
方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各方一
道， 继续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重要
作用， 加强防控信息和经验交流
共享，推动完善全球卫生治理。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美关系
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 中美合则
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
的选择。 希望美方在改善中美关
系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 双方共
同努力，加强抗疫等领域合作，发
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关系。

特朗普向习近平详细询问了
中方有关疫情防控举措，表示：中
方的经验对我很有启发。 我将亲
自过问，确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
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作。 我在社
交媒体上已公开表示， 美国人民
非常尊敬和喜爱中国人民， 中国
留学生对美国教育事业非常重
要， 美方将保护好在美中国公民
包括中国留学生。

中方坚定支持沙方抗击疫情

3月27日晚，习近平同沙特国

王萨勒曼通电话时强调， 在国王陛
下主持下， 昨天我们成功举行了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
峰会，各方就团结抗击疫情、稳定世
界经济达成重要共识， 向国际社会
发出积极信号。 中方赞赏沙方作为
今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为此所做大
量工作。病毒没有国界，只有国际社
会合作应对，才能战而胜之。

习近平指出， 中国发生新冠
肺炎疫情后， 你第一时间向我表
达慰问和支持， 沙特政府和各界
纷纷伸出援手， 向中方提供了多
批物资援助， 中方铭记在心。当
前，沙特也面临疫情严峻挑战。中
方坚定支持沙方抗击疫情， 愿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萨勒曼表示， 中国政府采取果
断有力举措， 成功控制新冠肺炎疫
情，我表示高度赞赏并衷心祝贺。中
国的成功向全世界发出了积极信
号。 我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抱有
坚定信心。沙中是患难之交，两国关
系高水平发展。 感谢中方为沙特抗
击疫情提供检测和医疗物资援助，
对此沙特人民不会忘记， 将始终坚
定同中方站在一起。 ■据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提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

抓紧研究提出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召开会议， 分析国内

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 研究部署进
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审议
《关于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等情况的汇报》和
《关于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情况的综合
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对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和专项巡视“回头看”工作给予
肯定。会议认为，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2019年脱贫攻坚年度减贫
任务全面完成， 省级党委和政
府责任进一步压实， 深度贫困
地区攻坚成效明显，“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实践证
明， 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决策
部署是正确的， 精准脱贫方略
是符合实际的， 充分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会议指出， 从脱贫攻坚成

效考核和专项巡视“回头看”情
况看， 脱贫攻坚面临的任务依
然艰巨复杂， 剩下都是最难啃
的“硬骨头”，巩固脱贫成果的
任务非常繁重。 各地区各部门
要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 紧迫
感，全面查缺补漏，加快补齐短
板弱项，巩固脱贫成果，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 确保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

会议强调，要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各地区各部门要坚
定信心、迎难而上、主动作为，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坚定不移贯彻新
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有效
扩大内需，全面做好“六稳”工
作，动态优化完善复工复产疫
情防控措施指南，力争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努
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

会议指出， 要加大宏观政
策调节和实施力度。 要抓紧研
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

政策措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
更加积极有为， 稳健的货币政
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适当提高
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
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引
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 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 要落实好各项
减税降费政策， 加快地方政府
专项债发行和使用， 加紧做好
重点项目前期准备和建设工
作。要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
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金融政策
的牵引带动作用， 疏通传导机
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疫情
防控、 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
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对地方
和企业反映的难点堵点问题，
要抓紧梳理分析， 及时加以解
决， 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
达产。

加强口岸卫生检疫，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及时解决难点堵点，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

全面查缺补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沙特国王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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