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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
习近平 2月 5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在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
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
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
栗战书、王沪宁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关于
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
见》《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
见》《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和关
于上海市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情况的报告、关于推进综合行政执
法体制改革情况的报告。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当前，疫
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
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

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
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
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
展。

习近平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
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
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
情防控法律体系。要严格执行疫情
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加强风
险评估，依法审慎决策，严格依法实
施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蔓延。
要加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执法司
法力度，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
其实施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
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实施疫情防控
及应急处理措施。要加强治安管
理、市场监管等执法工作，加大对暴
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打击力
度，严厉查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
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依法严
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
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
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社会安定有
序。要依法规范捐赠、受赠行为，确
保受赠财物全部及时用于疫情防
控。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
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
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要加强对
相关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及时处
理，定分止争。要加强疫情防控法

治宣传和法律服务，组织基层开展
疫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
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
合疫情防控工作。要强化疫情防控
法律服务，加强疫情期间矛盾纠纷
化解，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
助。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水平。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
工，积极主动履职，抓好任务落实，
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会议指出，司法责任制综合配
套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
容，事关司法公正高效权威。要抓
好改革任务落地见效，真正“让审理
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提高司法
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强
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
作。要教育引导农村广大干部群众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积极推进法治乡
村建设。要落实行政复议体制改革
方案，优化行政复议资源配置，推进
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发挥行政
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
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会议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向前推进一步，法治
建设就要跟进一步。我国社会主义
法治凝聚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
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制度之治最基
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要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
用，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

力，用法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更好发挥法治对改革发展稳定
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建设高素
质法治工作队伍，逐步实现国家治
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
要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
合，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
机制，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健全
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提升
法治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效能。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法
治意识，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做
制度执行的表率。要加大全民普法
工作力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
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
治建设，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和社会秩序。要加强国际法治领域
合作，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
体系建设，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
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委员
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出席

■ 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

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

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积极主动履职，抓

好任务落实，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 2月 5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切实做好疫情
防控重点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保
供工作，确定支持疫情防控和相关
行业企业的财税金融政策。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
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部署，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
督促协调，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全力
抓好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
品保供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
人民利益至上，围绕大局主动履责，
敢于担当，齐心协力，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一要集全国之力优先

保障湖北省和武汉市重点医疗防控
物资和医护人员需求。在抓紧做好
现有企业复工、开足马力生产的同
时，督促相关国企尽快转产扩能，充
分调动民企等社会力量积极性，帮
助解决资金、资质、生产场地、设备
购置和原材料采购等实际困难，推
动全产业链协调联动，在保证质量
基础上增加紧缺的重点医疗防控物
资生产。鼓励地方采取缓缴社保费
等方式促进企业稳岗。对企业多生
产的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全部由政
府兜底采购收储。二要强化地方首
责，全力保障“菜篮子”产品等生活
必需品供应。积极组织蔬菜和畜禽
等生产，推动相关饲料、屠宰、加工
企业加快开工复产，投放库存玉米，

保证养殖业生产需要，增加肉蛋奶
供给。三要加强交通运输保障。及
时制止擅自设卡拦截、阻断交通等
违法行为。突出保障重点地区疫情
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运输，畅通

“菜篮子”产品绿色通道，严格落实
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和优先便捷
通行。

会议决定，在前期针对疫情防
控已出台各方面措施的基础上，再
推出一批支持保供的财税金融政
策。自 1 月 1 日起暂采取以下措
施：对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扩大
产能购置设备允许税前一次性扣
除，全额退还这期间增值税增量留
抵税额；对运输防控重点物资和提
供公共交通、生活服务、邮政快递

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相关防疫药
品和医疗器械免收注册费，加大
对药品和疫苗研发的支持；免征
民航企业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
会议确定，用好专项再贷款政
策，支持银行向重点医疗防控物
资和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和销
售的重点企业包括小微企业，提
供优惠利率贷款，由财政再给予
一半的贴息，确保企业贷款利率
低于 1.6%。会议强调，宏观政策
支持要精准到位，财政和审计部
门要加强监督，保证资金用在刀
刃上，对借机骗取套取财政和信
贷资金的违法行为坚决严惩不
贷。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切实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保供工作，确定支持疫情防控和相关行业企业的财税金融政策

本报讯 （宗红）截至 2020 年 2
月 4日 17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
关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接受用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社会捐赠款物 96191.21 万元。其
中，接受资金75295.94万元，物资价
值20895.27万元。所接受的捐赠资
金和物资按照疫情防控需要及捐赠
方意愿安排使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接受捐
赠款物 15120.97 万元。其中，接受
资金 10361.44 万元，用于支持承担
防控救治任务的武汉雷神山医院、
武汉火神山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
1000万元；用于湖北、山东、浙江疫

情防控 1250万元；用于武汉防控一
线医务人员人道救助 100 万元；协
议采购防控物资 1749万元，计划用
于采购防控物资 6262.44 万元。接
受物资价值4759.53万元，已运抵湖
北武汉、十堰、孝感及其他 22 个省
市的物资价值4759.53万元。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接受捐赠款
物 81070.24 万元。其中，接受资金
64934.50 万元，设立专项救助项目
用于武汉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人道救
助 28917 万元；用于支持承担防控
救治任务的武汉雷神山医院、武汉
火神山医院、黄冈市中心医院、安阳
市第五人民医院 16832.22 万元；用

于河南、内蒙古、山西、福建、江苏
等地疫情防控 1900万元；已购买
防控物资5004.23万元，协议采购
防控物资 5075万元，计划用于采
购防控物资 7206.05 万元。接受
物资价值 16135.74 万元，已运抵
湖北武汉、黄冈、孝感、咸宁的物
资价值 4074.47 万元，运抵浙江、
河北、辽宁、北京的物资价值
733.73万元，启运发往湖北武汉、
黄冈、孝感、咸宁、黄石、荆门的物
资价值7004.27万元，启运发往北
京、河北、福建、四川、浙江的物资
价值4323.27万元。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接受使用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动态

本报讯（宗红）自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
红十字会陆续收到红十字国际组
织及相关国家红会致函支持中国
抗击疫情行动。

近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主席罗卡及秘书长阿西
致函陈竺会长，感谢中国政府和中
国红十字会为应对疫情所做工作，
向受疫病影响民众表示慰问，国际
联合会将根据需要一如既往地支

持中国红十字会疫情防控工作。
越南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阮海英致函陈竺会长，对疫情带
来的损失表示同情和慰问，并表示
愿捐赠防疫急需物资。

加拿大红十字会会长兼首席
执行官康拉德·苏威致函陈竺会
长，声援中国红十字会为应对疫情
所做的巨大努力，表示如有需要将
随时向中国红十字会提供支持。

菲律宾红十字会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理查德·高登参议员致函陈竺
会长，对中国红十字会为应对疫情
所做的快速应对表示钦佩，表示随
时准备支持中国红十字会工作。

此外，韩国、俄罗斯等国红十
字会领导也纷纷致函中国红十字
会，对疫病患者及家属表示慰问，
向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中国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致敬，表
示将全力支持中国红十字会抗击
疫情工作。

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支持中国抗击疫情行动

本报讯 （宗红）2月 3日，日本
航空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
的 3000件防护服运抵北京，指定用
于湖北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联络部工作人员与日本
航空代表在机场进行了交接。该批
物资落地北京后即刻空运武汉。

日航代表对中国红十字会表示
感谢，对已逝去的患者表示哀悼、对
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表示敬意。

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虽
然疫情发生在武汉，但这是全人类
共同面临的挑战。此批物资是日航
全体员工对中国人民的一片心意，
由衷地希望疫情早日结束，病患早
日康复。

中国红十字会人员对日本航空
的捐赠表示感谢，承诺一定会尽快
将物资运送到一线，供医护人员使
用。

日航捐赠3000件防护服运抵湖北一线医院

本报讯 （宗红）在工业和信息
化部指导支持下，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利用社会捐赠资金采购负压救护
车（含负压隔离舱）55辆，首批 5辆
负压救护车已于 2月 5日晨抵达武
汉，其余 50 辆分别于 2 月 5 日晚、2
月 6 日晚抵达武汉，按照湖北省疫
情防控指挥部安排交火神山医院、
雷神山医院及湖北省各地抗击疫情
工作一线使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制定向上
汽大通采购 200 辆负压救护车计
划，将全部用于支持湖北武汉等疫
情地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总会还
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建立了疫情防控
物资保障联动机制，畅通社会捐赠
资金采购疫情防控急需物资渠道，

确保尽快将社会公众的爱心转化为
疫情防控一线急需的医疗物资。

负压救护车是本次应对疫情的
重点需求物资之一，主要用于运送
已感染患者，最大特点是能实现“负
压隔离”，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医患
人员的交叉感染，以及病毒对外部
环境的污染，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与普通救护车相比，负压救护车多
一个专用隔离舱，主要适用于有毒
气体环境下和疑似或确定为呼吸道
传染病员的隔离运送，可以有效防
止外部有毒气体进入舱体，防止舱
内污染空气外泄。此次上汽大通为
优先供给疫情重点地区的负压救护
车配备了专用隔离舱。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武汉捐赠55辆负压救护车

本报讯 （宗红）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后，台湾红十
字组织非常关注大陆疫情，2月3日
已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款 20 万
元人民币，用于采购口罩支持湖北
疫区的防控工作。

2月5日，台湾红十字组织向中
国红十字会捐赠的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的首批急需物资1万件隔离

衣运抵上海，并即刻运往湖北省，用
于一线防疫工作。

多年来，每当灾难来袭，两岸红
十字组织始终守望相助，相互扶持。
台湾红十字组织人员表示，还将向
湖北捐赠60万只医用口罩和1万件
护目镜，这些物资将于近日陆续运
抵湖北。

中国红十字会接受台湾红十字组织捐赠资金及物资

本报讯 （宗红）2月 3日，江
苏省红十字会、四川省红十字会
派遣 11 名骨干力量赶赴湖北武
汉，支援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
红十字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看望
了全体队员，勉励大家坚决贯彻
党中央有关疫情防控的决策部
署，切实履行职责使命，扎实做好
各项工作，同时做好自身防护。

4日至5日，江苏省红十字救
援队配合武汉红十字会汇总分析
武汉市红十字会经由支付宝、微
信、农行接受捐款的数据，汇总分
析 3 个物资接受点（市红十字会
机关、国药控股湖北物流中心、武
汉国际博览中心）捐赠物资数据，
并赴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的武汉市
防疫物资储备仓库，与九州通公
司物流人员沟通了解库存物资情
况，核对捐赠物资数据信息。武
汉市红十字会及时向社会公开发
布了接收社会捐赠现金公示表、
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公示表和发放
捐赠物资公示表。四川省红十字
救援队加入湖北省红十字会疫情
防控国内物资组、国际物资组，参
与完善物资分配流程、人员职责、
物流保障等工作。

下一步，两省红十字救援队
将继续配合当地红十字会做好捐
赠款物接受使用、信息公开等工
作。

江苏四川红十字救援队驰援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