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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近期，湖北省
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截至 1月 20日 18时，境内累
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24
例，其中确诊病例 217例（武汉市 198例，北
京市 5例，广东省 14例）；疑似病例 7例（四
川省 2例，云南省 1例，上海市 2例，广西壮
族自治区 1例，山东省 1例）。日本通报确
诊病例 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 2例，韩国
通报确诊病例1例。

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湖北武汉市等地
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
作。目前正值春节期间，人员大范围密集流
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十分紧要。各级党委
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
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
制疫情蔓延势头。要全力救治患者，尽快查
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加强病例监测，规范

处置流程。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
作。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
解读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
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作出批示，各相关部门和地方要以对人民群
众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完善应对方案，全
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加快查明
病毒源头和感染、传播等机理，及时客观发
布疫情和防控工作信息，科学宣传疫情防护

知识。做好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港
澳台地区的沟通协调，密切协作形成合力，
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1月20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全面部署。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
组，指导地方做好疫情应对处置工作。湖北
省等有关地方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
令，发布《军队监察工作条例（试
行）》，自2020年 2月 1日起施行。

《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
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着力
构建统一领导、权威高效、全面
覆盖的军队监察体制。《条例》的
发布施行，对贯彻落实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关于军队纪
检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严实
规范军队监察工作，进一步加强
军队人员行使权力情况的监察，
深入推进军队反腐败斗争，具有
重要意义。

《条例》共 10 章 62 条，涵盖
监察委员会设置、监察范围和管
辖、监督、调查、处置、监察工作协
作配合、对监察委员会和监察人
员的监督等各个方面。《条例》强
调，军队监察工作必须坚持战斗
力标准，服务备战打仗；坚持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权
责统一、失责必究；坚持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防微杜
渐；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构
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
机制。《条例》规定，军队各级监察
委员会是行使监察职能的专责机
关，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
责。监察委员会在本级党的委员
会和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开展
监察工作。《条例》明确，监察委员
会应当健全内控机制，严格对监
察人员的教育管理，强化自我监
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监察
队伍。

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
温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0日说，
中方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分享了新
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在接到
有关国家相关病例的通报后，中方
通过双、多边渠道与各方保持密切
沟通，加强合作，全力应对。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中国采取了哪些举措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是否及如何与其他
国家就此开展合作？

耿爽说，中方的卫生健康部门
已经发布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信息。
疫情发生以来，中方本着严肃认真
专业的态度予以积极处置，制定严
密的防控方案，全力救治患者，做好
密切接触者管理，深入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对外及时发布疫情防治有
关信息，并积极开展防病知识宣传。

耿爽说，与此同时，中方本着
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界卫生
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以及
港澳台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并保持
密切沟通。我们第一时间向世卫
组织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
列信息。在接到有关国家相关病
例的通报后，中方高度重视，通过
双、多边渠道与各方保持密切沟
通，加强合作，全力应对。

“如果其他国家也发现相关疑
似输入型病例，我们欢迎第一时间
通过官方渠道向中方通报情况，促
进联防联控。我们将同各方一道携
手应对疫情，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
的卫生安全。”耿爽说。

外交部回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处置：

中方同相关国家
组织保持密切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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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1 月 20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进一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有力有效遏制疫情；听取
脱贫攻坚情况汇报，部署确保打赢脱贫攻坚
战工作、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会议指出，疫情防控事关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
时作出防控部署，有关部门和地方采取一
系列措施，加强发热门诊，开展全覆盖筛
查。目前诊断方法和诊断试剂不断优化，
一些疑似病例得到确诊，病例数增加。当
前正值春运，人员流动大，必须有针对性
进一步加强防控。各相关部门和地方要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对人民高度负

责，全力以赴科学有效抓好疫情防控。一
是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
传染病管理，按照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
防控工作。二是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落
实属地责任。武汉市要严格落实防控措
施，把好相关市场关闭、野生动物管控和
机场、车站、码头等体温筛检关口。各地
要因地制宜落实重点场所和公共交通工
具的通风、消毒、测体温等必要措施，同时
加强监测和预检分诊，确保疫情及时发
现、有效处置。三是落实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调配精
干力量和医疗资源，加强患者医疗救治费
用保障，全力做好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救
治。加强各类医院的防控措施，严格控制

医院感染，强化医务人员防护。四是坚持
公开透明，及时客观向社会通报疫情态势
和防控工作进展，统一发布权威信息。科
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提高公众自我保护
意识。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
港澳台地区沟通合作。五是加强科研攻
关。在已查明病原基础上，尽快查明传染
源、传播途径，密切跟踪病毒毒力、传播力
变化，做好应对疫情变化技术准备。会议
强调，各有关方面特别是医疗系统要加强
春节期间在岗值守，做好应急处置，切实
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经过各方努力，去年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全
面完成。目前临近春节，要做好对困难群
众“送温暖”工作，保障好基本生活。今年

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要进一步强化
责任和工作落实，确保实现现行标准下剩
余贫困人口、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一要
聚焦“三区三州”等地区打好深度贫困歼
灭战。对工作难度大的贫困县和贫困村
挂牌督战。对老、病、残等特殊贫困群体
采取养老保险、医保、低保等综合政策。
二要加大产业、就业等扶贫力度，加强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东西部扶贫协作和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激发贫困地区发展内
生动力。三要严格脱贫成效考核评估验
收。四要对已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
困人口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及时
将返贫和新致贫人口纳入帮扶。五要抓
紧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有力有效遏制疫情

违规表彰鸿茅药业
中国中药协会被处罚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 孙少龙）民政部 20日发布消
息，由于中国中药协会在对鸿茅药业等企业进行表彰过程中存
在违规行为，民政部于近日对其作出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20.729万元的行政处罚。

经查，2019年 3月，中国中药协会与中鸿兴（北京）信息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鸿兴公司）签订协议，合作开展《中国
中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编撰项目。协会授
权中鸿兴公司在中药领域内开展《报告》组稿、招商、设计等工
作。2019年 10月《报告》（送审稿）编制完成，入编企业 29家、入
编区域19个。

2019年 12月 21日，中国中药协会召开中国中药创新发展
论坛暨《报告》发布会。会议期间，协会授予鸿茅药业等 20家企
业“2018年度中国中药行业社会责任明星企业”荣誉称号，授予
19名企业相关负责人“2018中国中药行业履行社会责任年度人
物”荣誉称号。

经调查，中国中药协会在此次活动中共收取费用 84.9万元，
支出64.171万元，违法所得20.729万元。同时，此次表彰未设评
比标准和评选程序，仅根据《报告》中载明的相关企业情况，由中
鸿兴公司提出获奖名单，以中国中药协会名义颁发了获奖证书
和牌匾。2019年 12月 26日，协会在其网站向公众发布致歉函，
宣布撤销本次表彰，收回颁发的所有荣誉证书和牌匾。

民政部表示，中国中药协会上述行为违反了《社会组织评比
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依据《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和《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民政部对
中国中药协会作出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得20.729万元的行政处
罚，同时将其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

同时，民政部提醒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在参与社会组织开
展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时，要擦亮眼睛，保持警惕，提前查询网
上公开的《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目录》，甄别该类活动是
否合法合规。凡是不在该保留项目目录内的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均不得开展。

新华社北京 1月 20日电
（记者 王秉阳 屈婷）近期，湖北
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国
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于 20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
冠状病毒传染已确认存在人传
人和医务人员感染。

截至 1月 20日 18时，境内
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 224 例，其中确诊病
例 217例（武汉市 198例，北京
市 5例，广东省 14例）；疑似病
例 7 例（四川省 2 例，云南省 1
例，上海市 2例，广西壮族自治
区 1例，山东省 1例）。日本通
报确诊病例 1 例，泰国通报确
诊病例 2 例，韩国通报确诊病

例1例。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

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
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钟南山表示，目
前疫情在武汉出现局部暴发
的情况，从感染人群的地理
分布看，与武汉海鲜市场关
系很密切。

钟南山表示，目前非常肯
定地证实出现了人传人现象。

“在广东有 2例肯定是人传人，
因为他们没去过武汉。但是他
的家人得病以后回来传染给了
他。”同时，也证实了有医务人
员感染。

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

席科学家曾光表示，目前疫情
不断出现新情况，这是传染病
流行早期的共同特点。现在采
取措施，完全是可以逆转的。

钟南山表示，预防和控制
最有效的办法是早发现、早诊
断，还有治疗、隔离，这是最有
效的、最原始的办法。他预
估，春节期间得病人数还会有
增加。

钟南山表示，有信心能控
制新型冠状病毒，不会重复 17
年前的非典。“这次花了 2周就
定位了新型冠状病毒，再加上
我们有很好的监控和隔离的制
度，我不相信它会像 17年前非
典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经济的
损害。”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已确认存在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