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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9月16日出版的第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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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
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
有力保障》。
文章强调， 人民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基石。 我们要强化底线思
维，增强忧患意识，时刻防范卫生
健康领域重大风险。 只有构建起
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健全预警
响应机制， 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
能力，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
墙， 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
供有力保障。
文章指出， 要改革完善疾病
预防控制体系。 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是保护人民健康、 保障公共卫
生安全、 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
要保障。 要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
防，在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功能定
位、 提升专业能力等方面加大改
革力度。 加强国家级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能力建设， 健全疾控机构
和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制， 创新
医防协同机制， 加强疾控人才队
伍建设， 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
生学院。
文章指出， 要加强监测预警
和应急反应能力。 要把增强早期
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
体系当务之急， 完善传染病疫情
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
加强实验室检测网络建设， 建立
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协同监
测机制， 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预案体系。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建立定期研究部署重大疫情防
控等卫生健康工作机制。
文章指出， 要健全重大疫情
救治体系。 要全面加强公立医院
传染病救治能力建设， 完善综合
医院传染病防治设施建设标准，
提升应急医疗救治储备能力。要
优化医疗资源合理布局， 统筹应
急状 态 下医 疗卫 生 机构 动 员 响
应、区域联动、人员调集，建立健
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
大疫情救治机制， 完善城乡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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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梦想， 都该被阳光照
耀。带着“帮助每一个有追求的青
年”的信念，三湘都市报携手湖南
省教育基金会、 小风唐教育扶贫
基金会共同举办“2020三湘阳光
助学”活动，在湖南2020级大学新
生中选出337名阳光学子，聆听他
们梦想的声音， 温暖他们的求学
路。9月15日下午，2020年度三湘
阳光助学活动励志报告会暨助学
金发放仪式在新湖南大厦举办。
（详见本报今日A04、A05版）
金秋总与收获有关。 在今年
这个秋天， 我们也有着一份沉甸
甸的收获，持续了17年的“三湘阳
光助学”活动又迎来了新一批“阳
光学子”， 他们虽然成长于困境，

医疗服务网络， 加强国家医学中
心、区域医疗中心等基地建设，提
升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
文章指出， 要深入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 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斗争经验， 丰富爱国卫生工
作内涵，创新方式方法，推动从环
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
转变， 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
局性、长期性问题。要全面改善人
居环境， 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 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
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
各环节。
文章指出， 要发挥中医药在
重大疫病防治中的作用。 要加强
研究论证， 总结中医药防治疫病
的理论和诊疗规律， 加强古典医
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 建设一批
科研支撑平台， 改革完善中药审
评审批机制， 促进中药新药研发
和产业发展。 加强中医药服务体
系建设， 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建
设， 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
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
发展。
文章指出，要完善公共卫生
法律法规。要有针对性地推进传
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法等法律制定和修订工作，
健全权责明确 、程 序规 范、执 行
有力的疫情防控执法机制。普及
公 共卫 生 安全 和疫 情 防 控 法 律
法规， 推动全社会依法行动、依
法行事。
文章指出， 要发挥科技在重
大疫情防控中的支撑作用。 生命
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
成果是国之重器， 一定要掌握在
自己手中。
文章指出， 要加强国际卫生
交流合作。继续履行国际义务，发
挥全 球 抗疫 物资 最 大供 应 国 作
用，全面深入参与相关国际标准、
规范、 指南的制定， 分享中国方
案、中国经验，提升我国在全球卫
生 治理 体 系中 的影 响 力 和 话 语
权，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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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米高花篮
祝福祖国
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 9 月 15 日 公 布
2020 年 国 庆 天 安 门
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
卉布置方案。据悉，为
迎接国庆节， 天安门
广 场 中 心 将 布 置 18
米高、花篮造型的“祝
福祖国”主题花坛，可
抗10级大风。
新华社 图

国办印发通知：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提出6个严禁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行 为 的 通 知》（以 下 简 称 《通
知》），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强化
监督管理， 落实好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 坚决制止各类耕
地“非农化”行为，坚决守住耕
地红线。
《通知》指出，耕地是粮食
生产的重要基础。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耕地保护，近年来，
出台了一系列严格耕地保护的
政策措施， 但一些地方仍然存
在违规占用耕地开展非农建设
的行为。《通知》 明确提出六种
严禁的耕地“非农化”行为：
一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
化造林。 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种植苗木、 草皮等用于绿化
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
物。 违规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
农田造林的， 不予核实造林面
积，不享受财政资金补助政策。

二是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
道。要严格控制铁路、公路两侧用
地范围以外绿化带用地审批，道
路沿线是耕地的， 两侧用地范围
以外绿化带宽度不得超过5米，其
中县乡道路不得超过3米。不得违
规在河渠两侧、 水库周边占用耕
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超标准建设绿
色通道。 禁止以城乡绿化建设等
名义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三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
造景。禁止以河流、湿地、湖泊治
理为名， 擅自占用耕地及永久基
本农田挖田造湖、挖湖造景。不准
在城市建设中违规占用耕地建设
人造湿地公园、人造水利景观。
四是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扩大自然保护地。 新建的自然保
护地应当边界清楚， 不准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 自然保护地以外的
永久基本农田和集中连片耕地，
不得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五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

事非农建设。不得违反规划搞非
农 建设 、乱 占耕 地建 房 等。巩 固
“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成果，强
化农业设施用地监管。加强耕地
利用情况监测，对乱占耕地从事
非 农建 设 及 时 预 警 ， 构 建 早 发
现 、早制 止 、严查 处的 常 态化 监
管机制。
六是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
地。 各地区不得通过擅自调整县
乡国土空间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审批。 对各类未经批准或
不符合规定的建设项目、 临时用
地等 占 用耕 地 及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责令限期
恢复原种植条件。
《通知》要求，要全面开展耕
地保护检查， 将违规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开展绿化造林、挖湖造景、
非农建设等耕地“非农化”行为纳
入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
核内容。
■据新华社

让阳光与少年把臂同行
却都有着“拿云心事”，以及明亮
又充满希望的未来。
社会对于积极努力的贫困学
子的善意从来不曾消退， 这份善
意千山万水，一路随行。它是一句
鼓励，也是一个机遇，更是一份诚
恳的助力。 自2004年三湘都市报
启动“阳光助学”活动以来，共计
资助了3000多名贫困学子， 近几
年每年都有300余名品学兼优的
贫困大学新生得到爱心资助，去
往梦想中的大学。在这些学子中，
有已经学有所成、开始工作的人，
有正在大学校园苦读、 期望改变
命运的人，也有正准备进入大学、
实现梦想的人。 爱心如同这秋日
的阳光，播撒温暖，助他们成就自

己。
“生活永远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样好， 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
那样糟。”对于生活本身，逆境中
的人总会有更多的体会， 出身贫
寒固 然 会让 自己 的 成长 比 较 艰
难，但很多时候，磨难恰恰可以让
自己聚集力量，打破命运“魔咒”，
让阳光从裂缝中照进生命。 就像
“阳光学子”言佳新在拜访湖南农
业大学院士印遇龙先生时， 印先
生对她所言的那样：“贫穷和困难
都算不了什么， 最终都会转化成
你前进的动力， 请把读书当事业
去经营吧!”读书对于贫困学子来
说，无疑是改变命运的最好办法，
而“改变命运”其实也是他们生活

中的最大动力， 在这股动力的推动
下，不少学子都抱着“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的信念，不向困境低头，以
坚强勇敢、 从不言弃的精神披荆斩
棘，为自己开辟一片新天地。
对于奋力向上的生命， 阳光从
不会吝惜它的温暖与关照， 春风中
第一个探头的新叶， 总能比别人享
受更多的暖阳。“阳光助学” 的含义
和意义也正在于此。 我们通过发现
与寻找， 去帮助那些在逆境中顽强
向上的学子， 以实际的帮助去赞美
这种精神与意志，从山村到城市，我
们的关爱已覆盖越来越多的地区，
目前也不断有爱心企业和机构加入
我们的阵营， 这些充满爱心的企业
和机构， 托起了贫困学子求学的梦

想， 为他们的心田注入爱的涓涓细
流，点燃了金色的希望。不需要太多
的豪言壮语和自我标榜， 他们以社
会责任高于一切的胸怀， 用爱心成
就了贫困学子的梦想。
未来我们还将把更多的贫困学
子纳入阳光助学计划， 我们始终相
信，爱心是和谐的基础，是一个社会
最动人的乐章， 以光去照亮他人的
生活， 这些被光照亮的人也必将焕
发出更大的光彩。17年是一段不短
的路程，在这其中，一个呱呱坠地的
婴儿可以成长为一名意气风发的少
年，如今，“阳光助学”活动也恰风华
正茂，它与少年们一同成长，一起遥
望未来，不离不弃，把臂同行。
■本报评论员 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