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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9 月 16
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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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
的基石。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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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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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设
置，加强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
力建设，健全疾控机构和城乡社区联
动工作机制，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加
强疾控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一批高水
平公共卫生学院。

文章指出，要加强监测预警和应
急反应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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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实验室检测网络
建设，建立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
协同监测机制，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对预案体系，强化基层卫生人员
知识储备和培训演练，深入开展卫生
应急知识宣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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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要健全重大疫情救治

体系。要全面加强公立医院传染病救
治能力建设，完善综合医院传染病防
治设施建设标准，提升应急医疗救治
储备能力。要优化医疗资源合理布局，
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
应、区域联动、人员调集，建立健全分
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
治机制，完善城乡三级医疗服务网络，
加强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等
基地建设，提升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

文章指出，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
经验，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方
式方法，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
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
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要全面
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公共卫生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的生活方式，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文章指出，要发挥中医药在重大
疫病防治中的作用。中西医结合、中
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
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
生动实践。要加强研究论证，总结中
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诊疗规律，加
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建设
一批科研支撑平台，改革完善中药审
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
业发展。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
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加强对中
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
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文章指出，要完善公共卫生法律法
规。要有针对性地推进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等法律制定
和修订工作，健全权责明确、程序规范、
执行有力的疫情防控执法机制。普及
公共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推
动全社会依法行动、依法行事。

（下转第三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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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昌）日前，农
民工张增君拿着一封感谢信，来到石
家庄市鹿泉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俺拿到了第一笔执行款，今天是专
门来跟大伙道谢的！”

去年 9 月，讨薪无果的张增君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推开了鹿泉区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的门。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从法律咨询到申请法律援助，再到起
诉、庭审，法律服务人员全程免费帮
办。“原来也听说过公共法律服务，总
觉得咱老百姓够不着，来到这儿才知
道这些贴心服务就在咱身边。”

近年来，石家庄市聚焦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统筹整
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坚持硬件设

施建设和软件服务提升并重，坚持
线上和线下同步发力，构建市县乡
村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全
力推动覆盖城乡、便捷高效、普惠均
等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着力筑牢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基
础，让群众切身感到“公共法律服务
就在身边”。

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如何一
竿子插到农村、社区？石家庄市司法
局三级调研员王峰介绍，石家庄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
眼于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半小时法
律服务圈”，建成了 1 个市级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21 个县级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下转第六版）

拓展服务领域 满足多元需求

石家庄：让公共法律服务走近群众身边

新华社北京 9月 15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5 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
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将出席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
磊）9 月 14 日下午，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
峰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首都“两区”、河北“两
翼”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研究推进张
家口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新
发展格局等工作。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勤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张家口市和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关
于张家口市产业结构调整和
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规划建
设等工作情况汇报。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
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首都“两区”和河北

“两翼”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党的十九大以来，省委、
省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站在
加快首都“两区”和河北“两
翼”建设的战略高度，着力加
大张家口市产业结构调整力
度，大力发展冰雪产业、数字
经济、新能源产业和旅游业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张
家口市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
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
效。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战
略定力，持续升级加力，积极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充分发
挥怀来县独特的区位优势、
生态优势、能源优势，全力打
造大数据产业基地，加快张
家口市高质量发展步伐，积
极构建首都生态绿色屏障。

会议强调，要积极有效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加快形成高水平高质量大数
据产业基地。精心编制多规
合一的发展规划，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构建产城融合发
展格局。强化 5G网络、数据
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科学谋划布局超算中心、数
字交易中心等，超前谋划安
全保障措施，为大数据产业
基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大
力推进数据资源的产业化应
用，切实把数据优势转化为
产业发展优势，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步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吸引
一批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落户，推动大数据产业集群集约发展。

会议强调，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面向全球引进高端人才。坚持目标
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着力抓好土地、电力等要素保障，大力培养引进高
水平专家人才和创新团队，为张家口产业转型升级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
供有力支撑。要加强组织领导，规范管理运营，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强化
指挥调度，严格考核问责，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坚定有
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省领导高志立、葛海蛟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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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播发署名“宣言”文章

大战大考炼真金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原雪）
9 月 14 日，省政协召开十二届十
六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
政协十三届十三次常委会会议精
神，围绕编制我省“十四五”规划
纲要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叶冬
松出席并讲话。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更好履
职尽责指明了前进方向。省委省
政府多次研究部署，有力有序推
进规划编制工作。大家一致表示，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深入调查研究，积极
建言献策，（下转第三版）

省政协召开十二届十六次常委会会议

为编制好我省“十四五”
规划纲要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叶冬松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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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
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

河北日报讯 日前，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坚持厉行节约
制止餐饮浪费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党的优良
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保障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大事。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经省委、省政
府领导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坚持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的重要指示，为树立良好社会风尚、
制止“舌尖上的浪费”，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构建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指明了方
向，也为当前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让粮食安全掌握
在自己手中提供了基本遵循。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
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
深刻认识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制止餐
饮浪费不仅关乎社会风尚和传统美德
而且关乎粮食安全，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上来，时刻绷紧节约粮食这根弦，既要
在生产端开源也要在消费端防止浪
费，自觉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理念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人人争做抵制浪
费、爱粮节粮的践行者，传承美德、弘
扬新风的推动者，确保党中央决策部
署在河北落地落细落实。

二、坚持突出重点，全面制止
舌尖上的浪费行为

（一）抓好各类食堂和公务接待领
域的节约用餐。在全省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开展节约型单位、节约型
食堂示范创建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
率先垂范，自觉养成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用餐习惯，带动身边人文明用餐。
各类食堂要定量分析人均食材消耗，
建立以需供餐预测制度，提高原辅材
料利用率，强化成本核算和节约管理。
要健全餐饮节约各项具体措施，完善
厉行节约管理规范。要建立节约用餐
监督检查员制度，加强对餐饮浪费行
为的监督管理。各单位的公务活动应
当严格执行会议、接待、培训等用餐标
准，把节约理念贯穿于公务接待采购、
用餐等各方面、全过程，（下转第三版）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坚持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

河北日报讯（记者尉迟国利）
9月 15 日，由国家科技部指导、
河北省政府主办，承德市委、市
政府和河北省科技厅共同承办

的承德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在承德
召开。

（下转第五版）

承德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
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召开

9月 15日，游客在沙
河市红薯岭农业种植基地
油葵花田内游览。沙河市
红薯岭位于太行山东麓丘
陵地带，曾因采矿造成地
面沉陷，加之缺乏水利灌
溉设施，变为一片荒岭。
近年来，沙河市依托农业
龙头企业着手对红薯岭进
行开发，通过流转土地，成
立农业合作社，发展农旅
融合观光项目，种植油葵、
油菜、红薯等农作物等措
施，让曾经的荒岭变成助
力乡村振兴的“致富岭”。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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