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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上

海市金山区消防

救援支队持续开

展疫情防控时期

技能基础训练和

预案实操、洗消、

病员转运等实警

训练、 桌面推演

及实战拉动演

练， 进一步提升

疫情防控时期队

伍灭火救援及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能力。 图为

消防队员进行洗
消实警训练

通讯员 吉飞
摄影报道

消防部门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训练

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上海新冠肺炎治愈率近50% ■ 详见 A3

上海虹口警方宣布： 以涉嫌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对刻意隐瞒

病情导致岳阳医院多名医护人员

隔离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立案调

查。

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的热

议， 更惹起了众怒。 因为李某某

的行为是对防控疫情的逆袭， 是

对公共安全的挑战。

按正常人最基本的理性认

知， 一旦得病就要说清病情， 及

时诊治， 倘若是传染病， 还得隔

离进行医学观察， 以防止病毒蔓

延扩散， 祸害他人和社会。 李某

某鬼使神差， 做出刻意隐瞒的举

止， 无疑是自私而又荒谬的。 他

怕隔离， 个人行为受到限制， 却

置公共安全于不顾， 其隐瞒病史

病情已构成了涉嫌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

现已医学证明： 新冠病毒有

一个较长的潜伏期， 自带病毒却

刻意隐瞒不隔离， 那么， 他便从

一个 “病患者” 成为了 “恶意传

播病毒者 ” ， 无意间以病毒的

“帮凶 ” 助纣为虐 。 罪不容恕 ！

李某某的行为不仅增加了疫情有

效防控的难度， 更在于给公共安

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不严惩不足

以平民愤、 安天下！

特殊时期更显依法防控疫情

之必要。 上海日前出台的全国首

部抗击新冠肺炎紧急立法， 明确

了隐瞒病史而逃避隔离医学观察

者将依法严格追究相应法律责

任 。 李某某以身试法 ， 咎由自

取。

古贤云： “天下之事， 虑之

贵详， 行之贵力。” 在防控疫情

期间， 除了 “虑之贵详” ———制

定各种严防严控的举措， 精准施

策， 还得 “行之贵力” ———包括

对刻意隐瞒病情者 “零宽容”。

(沈栖)

?刻意隐瞒病情者“零宽容”

短 评

本报讯 市疫情防控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昨天上午举行， 对进一步

做好企业复工等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进行再部署。 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

于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的关键阶

段， 随着人员返程返岗、 企业复工

复产， 城市逐步迈向常态运行， 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麻

痹。 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 从严有序、 精准精细地

做好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地落实， 奋

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双胜利。

会议指出， 要保持高度警醒，

严格落实属地责任、 企业责任， 建

立最严格的岗位责任制。 要严格

对照各行业疫情防控规范， 把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作为企业复工的

首要条件。 防控措施不落实的，

要实行一票否决。 要精准做好人

员管控， 对返程返岗人员健康信

息做到全面掌握， 强化分类指导，

严格健康管理。 加强长三角疫情联

防联控， 健全完善健康管理互认制

度。

会议指出， 要立足全局、 实事

求是， 优先保障涉及疫情防控物资

生产的企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

复工。 严格备案制度， 加强督促检

查， 在备案中把条件管理落实到位。

各区要加强统筹协调， 认真组织开展

检查， 确保复工企业防控措施符合要

求、 防控工作真正落地。

市领导陈寅、 吴清、 翁祖亮、 诸

葛宇杰、 许昆林出席会议， 各区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

议。

李强主持召开会议再部署

把落实疫情防控作为复工首要条件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昨日从在京举行的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委员长

会议上获悉， 2 月下旬召开的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审议关于推迟召

开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委员长会议提出这一议程有何

考虑？ 对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发言人臧铁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介绍， 2019 年 12 月 28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5 日

在北京召开。 按照这一决定， 全国

人大常委会已为大会的召开进行了

一系列筹备准备工作。

近期以来， 湖北省武汉等地陆

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

情。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 作出全面部署， 提出明

确要求， 强调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

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紧紧依靠

人民群众，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目前， 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

积极成效。

当前遏制疫情蔓延、 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处于关键时期， 必须集

中力量、 全力以赴。 全国人大代表

近 3000 人， 其中很多代表包括代

表中三分之一的省市级和各方面的

主要领导干部都奋战在疫情防控工

作第一线， 正在各自工作岗位发挥

重要作用。 为了确保聚精会神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坚持把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委

员长会议经认真评估， 认为有必要

适当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

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

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之

前，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确定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召开时间， 因

此， 推迟召开会议， 也需要全国人

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基于上述考虑， 常委会工作机

构拟订了关于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昨日召

开的委员长会议决定， 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2 月

24 日在北京举行， 其中一项议程

是审议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推迟召开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 同

时，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为积极修改

与疫情防控相关的法律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

又讯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三十三次主席会议昨日在京召开，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

全国政协近期重点工作。

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迟召开政协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有关事项

等。

确保全力以赴战“疫” 全国人大、政协研究推迟“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