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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

进一步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习近平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时强调

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精益求精战胜困难
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

韩正出席汇报会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娜
通讯员/南宣）昨日，南海区委书

记闫昊波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

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

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研究南海

区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着眼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从理论和

实际、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

相结合的高度，科学分析了进

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历

史依据、现实依据，系统阐述了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要

求，深刻阐明了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主攻方向。全区各级

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

贯彻落实。一是要深刻认识、

牢牢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战略意义和核心要义，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在新的时代征

程上，努力担当新的更大使命、

实现新的更大作为。二是要聚

焦党中央重大战略、省委工作

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全力抓

好重大项目落地、核心功能提

升、改革创新突破，不断开创南

海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充分

发挥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建设的引领作用，

带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两

业”融合发展等重大改革向纵

深突破，为全省、全市改革发展

积累经验。三是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对人民群

众负责贯穿到一切工作中，以

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要进

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

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牢牢把

握发展主动权。

会议还听取了南海区疫情

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一阶

段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切实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一是

要把农村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

重，充实农村地区“三人小组”力

量，加强返乡人员排查管理，重

点管控各类聚集性活动，坚决堵

塞农村疫情防控风险漏洞。二

是要发挥好药店、发热门诊、卫

生站的“哨点”监测作用，严格落

实信息登记报告制度，切实落实

“四早”要求。三是要高度重视

接转分流和集中隔离管理工作，

强化隔离点医护、安保等工作人

员防疫与应急培训，做好境外和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返抵人员健

康管理。四是要多渠道全方位

发布疫情防控信息和风险提示，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时刻保持高

度警觉，进一步增强个人防护意

识和能力，同时要加强宣传动

员，倡导广大市民尽量留在南海

过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

闫昊波主持召开南海区委常委会会议

充分发挥实验区建设引领作用
为全省全市改革发展积累经验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娜通
讯员/南宣）昨日，南海区委书记

闫昊波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三次全会

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

彻要求，研究南海区贯彻落实意

见。

会议指出，省委十二届十三

次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

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 2021
年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全区上

下要将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二

届十三次全会精神与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总书

记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相结合，做到一体学习领会、

整体贯彻落实。各级领导干部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带头抓好学

习，带头抓好宣讲，带头抓好落

实，确保省委各项工作部署在南

海落地落实落具体。

会议强调，要聚焦构建新发

展格局，抓住“双区”建设重大机

遇，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化创新

核心地位，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全力推进广东省城乡融合发

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真抓实

干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持续

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统筹

发展和安全，确保“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

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推

进一把手政治能力提升计划，抓

好村集体经济组织换届，压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严的主

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南海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

十三次全会精神

聚焦构建新发展格局真抓实干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近日在北京、河北考察，主持召

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筹办工作汇报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办好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

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

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要坚

定信心、奋发有为、精益求精、战

胜困难，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把

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

廉洁办奥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

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努力为

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

奥运盛会。

习近平向所有运动员、教练

员，向所有参与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筹办的建设者、管理者和工作

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谢，向大家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韩正出席汇报会。

隆冬时节，华北大地碧空如

洗，山区银装素裹。1月18日至

19日，习近平分别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

市长陈吉宁，河北省委书记王东

峰陪同下，冒着严寒先后来到海

淀、延庆、张家口等地，深入体育

场馆、训练基地、交通枢纽等，实

地了解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

奥会筹办情况。

18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首都体育

馆，听取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

办工作整体情况、参赛备战和群

众性冰雪运动开展情况介绍，对

各项筹办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肯

定。

首都体育馆是国内第一座

人工室内冰场，经过改扩建已具

备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

比赛训练条件。习近平走到训

练场边，察看场馆改造情况，同

国家花样滑冰队和短道速滑队

运动员、教练员代表亲切交

流。习近平指出，建设体育强

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体育

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要

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

发展，补缺项、强弱项，逐步解

决竞技体育强、群众体育弱和

“夏强冬弱”、“冰强雪弱”的问

题，推动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提高现代竞技体育水

平，既要靠气力，也要靠技力。

运动员要有为国争光、勇创佳

绩的志气，夏练三伏、冬练三

九，加强技术创新，学习借鉴国

外先进理念和技术，不断提高

训练和比赛水平。

18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位

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考察调研。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规划建设了7条雪道，赛

时将承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高山滑雪项目全部比赛。习近

平乘坐缆车到达雪道中间平台，

了解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建设情

况。习近平强调，要突出绿色办

奥理念，把发展体育事业同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让体育

设施同自然景观和谐相融，确保

人们既能尽享冰雪运动的无穷魅

力，又能尽览大自然的生态之美。

在竞技结束区，习近平观看

了中心防护网安装、雪道巡查、

运动员救援等赛场保障工作演

示和高山滑雪竞技比赛训练情

况。习近平指出，安全是重大体

育赛事必须坚守的底线。高山

滑雪是“勇敢者的运动”，要强化

各方面安全保障，抓好管理团

队、救护力量和设施维护队伍建

设，完善防疫、防火、防事故等风

险防范措施，加强应急演练，确

保万无一失。希望大家科学训

练，注意安全，保重身体，提高水

平，发挥在“家门口”参赛优势，

争取在高山滑雪项目上实现奖

牌零的突破。

（下转A03版）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吴燕君）昨日，南海召开

2021年春运工作会议。春运期

间，南海要求旅客出行必须做到

“三个 100%”（100%戴口罩、

100%测体温、100%绿码通

行），打造“健康、平安、顺畅、智

慧、温馨”春运。

“南海区外来人口较多、用工

情况差异较大，仍然不能排除全区

出现春节出行高峰的可能性。”会

上，南海春运办主任、南海区交通

运输局局长张志军表示，南海将在

佛山西站、大沥汽车客运站等客流

密集区域优化运力调配、科学安排

公交班次、合理组织运力投放，切

实提高旅客集疏运能力。

除此之外，南海将落实“两

站一场”联合检疫、入境人员转

运驾驶员车辆防疫措施，坚持

“人物同防”，严格执行从业人员

防护、运输工具消毒规定，确保

旅客出行“三个100%”。

南海区副区长黄颂华表示，

各单位和部门要把疫情防控放

在春运工作的首位，坚决防止疫

情因春运发生反弹。

（相关报道详见A02版）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通知》提出了7个方面的措

施：一是各地要强化应急指挥体系

建设，建立健全工作专班，保持24
小时运行状态，严格执行“日报告”

和“零报告”制度。二是各地要对核

酸检测能力再摸底、再提升，制定核

酸检测组织工作预案，加强质量控

制，对高风险人群定期开展检测。

三是强化各方面协作，“平战结合”

组建流调队伍，综合运用信息化等

技术手段，“人”、“物”同查，开展多

链条追溯分析。四是各地要专班专

人负责，按照“应隔尽隔、一人一间、

集中隔离”的要求，提前准备隔离房

间，做到隔离人员12小时内转运到

集中隔离场所。五是各地要选择综

合救治力量强的医院作为定点收治

医院，配足重症监护床位，建立健全

多学科综合诊疗制度，实行规范化

同质化治疗。六是强化农村地区网

格化管理，加强疫情监测，落实“村

报告、乡采样、县检测”规定和相应

的处置流程，严格落实首诊报告制

度。对春节返乡人员做好信息登记

和日常健康监测。七是严格按照要

求诊断报告病例，任何地方不得擅

自增加会诊、复核等程序。

■1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这是18日上午，习近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首都体育馆，
同国家花样滑冰队和短道速滑队运动员、教练员等亲切交流。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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