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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完成近990万人集中核酸检测

无症状感染者检出率仅0.303/万

6

月

2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武汉市集中核酸检测排查工作情况。

5

月

14

日以来，武汉完成近

990

万人集

中核酸检测，无症状感染者检出率仅

0.303/

万。 此次集中核酸检测结果显示，目前，武汉市无症状感染者在全人群的占比极低，没有发现无症状

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情况。 新华社图文

习近平主持专家学者座谈会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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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6月2日下午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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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科大学

呼吸内科教授钟南山，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童朝晖，中国工程院

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中国工程院

院士、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药物研

究所研究员李松，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

主任医师杨维中，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法

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光先后发言， 就完善我国重

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体系、

提高医疗救治水平、发挥中医药作用、强化科技

支撑、 完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等提出意见

和建议。发言过程中，习近平同每一位发言的专

家学者交流，就一些问题深入了解情况，要求有

关方面认真研究、科学改进、妥善解决。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他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坚

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上下同心、全力以赴，采取

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全国疫情

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这些成就的取

得，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的显著政治优势， 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 展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广大专家

学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发挥专业

优势，在分析疫情形势、完善防控策略、指导医

疗救治、加快科研攻关、修订法律法规、促进国

际合作等方面献计献策， 为疫情防控斗争作出

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衷

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 人类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新时代党

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 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的制度保障，坚持预防为主，稳步发展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 成功防范和应对了甲型H1N1流感、

H7N9、埃博拉出血热等突发疫情，主要传染病

发病率显著下降。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进程中， 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始终处于

基础性地位，同国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发挥着

重要支撑作用。

习近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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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

入机制，改善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件，完善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要优化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

能设置，建立上下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 要加强

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 强化其技

术、能力、人才储备。要健全疾控机构和城乡社区

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疾病预防职责， 夯实联防联控的基层基础。

要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建立人员通、信息通、资源

通和监督监管相互制约的机制。 要加强疾控人

才队伍建设， 建立适应现代化疾控体系的人才

培养使用机制，稳定基层疾控队伍。 要建设一批

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 着力培养能解决病原学

鉴定、疫情形势研判和传播规律研究、现场流行

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等实际问题的人才。

习近平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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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不明

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 提高评估

监测敏感性和准确性， 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

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实时分

析、集中研判的能力。要加强实验室检测网络建

设，提升传染病检测能力。要建立公共卫生机构

和医疗机构协同监测机制，发挥基层哨点作用，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要健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预案体系， 分级分类组建卫生应

急队伍，覆盖形势研判、流行病学调查、医疗救

治、实验室检测、社区指导、物资调配等领域。

要强化基层卫生人员知识储备和培训演练，提

升先期处置能力。 要深入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宣

教， 提高人民群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知水

平和预防自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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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

有力。 （下转A02版）

混改加快步入“升级版” 阶段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从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到深化国企混

改实施意见，一系列行动方案正呼之欲出。 在

新的改革路线图引领下，国企混改正加快步入

“升级版” 阶段。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随着四批210户

混改试点、“双百行动” 、“区域综改试验” 、

“科改示范行动” 一系列改革举措全面启动，

数千家企业改革试点将全面提速，奏响资本市

场强音。

央企混改提速扩围

铁路领域混改正跑出加速度。5月12日，沧

港铁路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表。5月19日，国

铁集团下属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银

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国铁资

本将进入银行领域。

电网领域，国家电网今年将基本完成电动

汽车、国康集团、通航公司、新源公司等二级单

位混改，并在信息通信、综合能源等新兴业务

领域扩大混改实施范围。

民航领域，5月11日，作为第一批国企混改

试点及民航领域第一家混改试点企业，东航集

团旗下东航物流递交IPO招股书，拟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

邮政领域混改蓄势待发。 国家邮政局提

出，支持市场多元发展，推动邮政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提高快递产业集中度，加快国际化

发展，建立通达全球的寄递服务体系。

此外，兵器装备集团、招商局集团、中盐集

团、中国化学工程集团等多家央企混改不断迎

来新突破。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近期表示，将在

保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 释放最高股权比例，

引入战略投资者，鼓励员工跟投。据悉，今年公

司将重点推进6家二级公司、10家至15家三级

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适时筹划部分公司科

创板上市。

地方混改加速落地

近期，地方国企混改动作频频，触动资本

市场神经。

5月29日，江淮汽车公告，大众汽车集团拟

通过增资方式，获得江淮汽车控股股东江汽控

股50%股权；此外，大众将增持江淮大众（江

淮与大众合资公司）股份至75%。

继双星打响青岛国企集团混改“第一枪”

后，5月28日，海信集团旗下海信视像与海信家

电同时披露，公司接到海信集团转来的青岛市

国资委相关通知，《海信集团深化混合所有制

改革实施方案》已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 若

增资扩股成功，海信电子控股可能由青岛国资

委实控转为无实际控制人。

此外，内蒙、天津、辽宁、安徽等地混改

正步入落地关键期，大量国企混改项目批量

推出，多地明确混改任务目标及资产证券化

率。 （下转A03版）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

创新工具非量化宽松 货币政策有空间

□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2日在金融支持

稳企业保就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创设两项新的

政策工具与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并不矛盾。 这两

项新的政策工具无论从性质上还是规模上都谈不

上量化宽松。与一些发达经济体比较，中国货币政

策还有空间。

更加注重精准直达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 央行日前再创设两个直

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一个是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 另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信

用贷款支持计划。

潘功胜表示，在这个特殊时期应对特殊困难，

需要货币信贷政策更加注重精准性和直达性。 此

次在政策工具设计上， 要达成的目标和取向非常

清楚。总的来说，这些直达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具有

鲜明的特点，政策取向有清晰的目标，并且具有普

惠性，配有相应的激励措施。

他强调， 两个新工具涉及的400亿元和4000

亿元的再贷款资金，和之前出台的1.8万亿元再贷

款再贴现安排是不重叠的。

兼顾激励约束

在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方面，中

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 目前计划

安排6月、7月、10月、明年1月实施四次批量购买。

预计政策落地后， 可带动相关的地方法人银行新

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接近1万亿元， 而去年这

些银行发放的信用贷款大概是3000多亿元。 “希

望能够产生倍增效应， 使小微企业申请贷款时能

够实实在在地感到变化， 大幅度提高小微企业信

用贷款的发放比例。 ”

潘功胜表示， 全部的贷款仍然由原来的商业

银行管理，（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