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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

本报讯（记者 赵明 文晨）
2月 14日，省委召开常委会（扩
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和
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听取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情况汇报，研究加强疫情
防控工作措施。

省委书记胡和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召开会议、多
次听取汇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批示，为我们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级各
部门狠抓工作落实，全省疫情形
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正处于
胶着对垒状态。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全面落实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
求，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

会议强调，要继续打好控防
救治组合拳，以更大力度、更有
力举措遏制疫情蔓延。要防输
入防扩散、坚决切断疫情传播
链，坚持控源盯人，严格排查疫
情高发区人员、有症状人员、密
切接触人员等，“一例一人”“一
链一长”做好防控。要搞好火车
站、汽车站、机场、重要路口等排
查，加强返程人员健康监测和社
区、村网格化管理。要早发现早
隔离、全力以赴救治感染者，及
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诊疗方
案，着力提高患者特别是重症患

者救治水平。要严防院内交叉
感染，加大医护人员保护力度，
做好医护人员及其家属关心保
障工作。

会议强调，要夯实责任，切
实把疫情防控工作抓实抓细抓
落地。各地党委和政府要切实
扛起政治责任，及时研究解决重
大问题，各级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加强协调调
度、督促指导，各有关部门要认
真履职、加强配合，切实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要狠抓工作落实，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
防输入、防扩散工作不力出现严
重问题的要倒查责任。

会议强调，要有序组织企业
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
序。要全力保障医疗物资生产企
业增产增供，全面恢复公共事业
运行、群众生活必需品等涉及国
计民生企业生产，其他企业也要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
序组织复工复产。要抓住春耕备
耕时节，抓好农业生产，做到疫情
防控、农业生产“两不误”。要做
好食品生产、流通、供应组织，切
实保障群众正常生活。要认真落
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要求，科学
评估疫情，确定风险等级，以县域
为单元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

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全
面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任务，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防返贫。要稳
定经济增长，全力稳就业、稳金
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
期。要做好产业转型升级、全面
深化改革等工作，大力发展“三个
经济”，办好民生实事，如期完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任务。要
加强舆论引导，汇聚抗击疫情、共
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

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
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明 文晨）
2月 13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
长刘国中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分析新冠肺炎
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作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
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分析
研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高度负责，
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高度重视和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的坚定决心。当前，
疫情防控已进入到最吃劲的关
键阶段，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
识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和省委工作安排，毫不放松
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坚决夺取疫
情防控胜利。

会议强调，要坚决做到应收

尽收、应治尽治，加强分类诊治，
加快疑似病例检测速度，提高危
重症患者救治水平，切实做好医
护人员防护和轮休，做细收治救
治预案，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
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要依
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精准做
好防控工作，尽快研究制定差异
化防控策略，在严防疫情扩散的
基础上，最大限度减少疫情防控
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要加
强物资保障，综合运用省内生
产、外部采购等多种方式，满足

重点医用防护品需求，同时做好
生活必需品生产供应、煤电油气
运保障等工作。要全面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各项支持政策举
措，分类有序恢复企业生产，加
快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挖掘消费
潜能，加强民生保障，保持经济
社会平稳运行。省政府班子成
员要主动担责，分兵把口，切实
把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全力
完成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

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强调

毫不放松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2月
14日，记者从西安市轨道交通集
团了解到，到目前，西安地铁在
建项目恢复施工38处，在岗人员
共计5179人。

据悉，随着施工劳务人员陆
续返岗上班，疫情防控面临外防
输入和内防扩散的“双重考验”，
为确保西安地铁在建76个标段，
235处施工点人员健康及工地安
全复工，西安市轨道集团制定了
在建线路返岗复工方案和突发
疫情应对预案，要求施工单位在
抓好当前疫情防控的同时，对返
岗复工人员进行全面排查摸底、
制定返程安排、设置集中隔离
区、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做好
健康检测工作，确保施工人员健
康、安全。

为确保复工各项防控措施
落实到位，要求各参建单位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一对一做好返回

劳务人员的盯控，积极协调开通
地铁施工人员接送通道，最大程
度提高劳务人员返岗率。同时
积极会同属地街道办及卫生防
疫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协调有关
单位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报
告、人员隔离等相关信息。

对各施工项目部实行封闭
管理，对全体人员进行疫情防控
科学知识宣传；对所有进入工地
办公区、宿舍区和施工现场人员
必须全程佩戴口罩、监测体温；
在做好登记的同时，建立覆盖全
部管理人员、施工人员的“一人
一档案”；各工地严格执行“一
日二次”卫生消杀制度。每日
指定专人进行驻地、现场、餐
厅、卫生间、垃圾桶及其他公共
区域消杀，建立每日消毒杀菌
登记台账；设置“废弃口罩回收
处”，对废弃口罩进行统一处
理。施工作业期间，施工工人

除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外，尽量
减少面对面交流，上下班采用
专人引领或专车接送，最大限
度减少工人与外界的接触，杜绝
无关人员进入地铁工地，进行封
闭式管理。

做好返岗人员复工前的隔

离工作，西安地铁正加快建设隔
离区，目前共设集中隔离区 17
处。2月 7日以来，已隔离省外
返回人员109人；同时对返岗的
施工人员例行核酸检测，以降低
病毒交叉感染风险，目前已累计
检测1172人。

西安38处地铁在建项目复工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记者2月14
日从西安市商务局获悉，为扎实做好西
安市市场供应和疫情防控工作，决定对
蔬菜出店经营企业给予资金补贴。

市级层面主要针对经营蔬菜的全
市品牌连锁超市（面积在500平米以上，
直营门店3家以上），品牌连锁便利店
（面积在500平米以下，直营门店30家
以上），按照蔬菜出店经营销售网点数
量规模，给予每个销售网点500－1500
元补贴，由企业向市商务局提报蔬菜
出店经营计划，市商务局按流程给予
资金补贴。同时，市财政给予每个区
县（开发区）拨付50万元专项资金，由
各区县（开发区）针对辖区内未达到市
级补贴规模的蔬菜经营企业，另行制
定补贴实施细则予以奖励，鼓励蔬菜
出店经营。

蔬菜出店经营企业
给予资金补贴

本报讯（记者张维） 2月14日，省
应急管理厅印发《关于做好危险化学品
和烟花爆竹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工
作的紧急通知》，对复产复工安全生产
工作提出要求。其中明确，严格复产复
工管控，十类企业不得恢复生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用工短
缺，各种不可控因素迭加，针对疫情防
控条件下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企业
复产复工面临的新情况，省应急管理厅
要求，认清当前严峻形势，高度重视复
产复工安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
落实安全管控措施。严格复产复工管
控，十类企业不得恢复生产，即：属地政
府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有特别要求的，必
须按照要求执行；未制定复产复工方案
的；未进行安全生产条件全面检查验收
的；岗位员工未进行复产前安全培训或
人员不满足岗位要求的；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尚未整改完成的；原材料储备
不足，不具备生产条件的；烟花爆竹企
业未经应急管理部门验收审查通过
的；已纳入 1月 22日省安委会印发的
相关通报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建议
停产整顿的精细化工、小化工企业，属
地政府未明确整改方式的；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库存已满负荷的；烟花爆竹
企业必须依销定产，无生产订单的，不
得复产复工。

陕西要求十类企业
不得恢复生产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2月13日，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省中医医
院）研制的预防及治疗新冠肺炎方“益
肺解毒颗粒”“清瘟护肺颗粒”通过陕西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家论证会，同意通
过配制备案，备案号：陕药监函【2020】
59号、陕药监函【2020】60号。

益肺解毒方是陕西省防治新冠肺
炎中医药救治专家组组长、现任医院肺
病科主任马战平主任医师及医疗处处
长路波主任医师提供，在传统名方“玉
屏风散”与“银翘解毒散”基础上研制而
成，也是我省防治新冠肺炎中医药治疗
方案（第二版）推荐方。

清瘟护肺方，是国家级名老中医曹
利平一级主任医师基于数十年的临床
经验，由中医温病经典方剂“银翘散”

“玄麦甘桔汤”和名方“四君子汤”加减
而成，应对温病初期，与益肺解毒方，在
证型上有进一步的划分，体现了中医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施治原则。

陕西首个防治新冠肺炎
中药制剂通过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