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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9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8 期 叶求是曳杂
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尧 国家
主席尧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
要文章 叶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
体系袁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
保障曳遥
文章强调袁 人民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基石遥 我们要强化底线思
维袁 增强忧患意识袁 时刻防范卫生
健康领域重大风险遥 只有构建起强
大的公共卫生体系袁 健全预警响
应机制袁 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
力袁 织密防护网尧 筑牢筑实隔离
墙袁 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
有力保障遥
文章指出袁 要改革完善疾病
预防控制体系遥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是保护人民健康尧保障公共卫生安
全尧 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
障遥 要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防袁
在理顺体制机制尧 明确功能定位尧
提升专业能力等方面加大改革力
度遥 要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
投入机制袁 改善疾病预防控制基
础条件袁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袁
优化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
设置袁 加强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能力建设袁 健全疾控机构和
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制袁 创新医
防协同机制袁 加强疾控人才队伍
建设袁 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
学院遥
文章指出袁 要加强监测预警
和应急反应能力遥 要把增强早期
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
体系当务之急袁 完善传染病疫情
和 突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监 测 系 统 袁
加强实验室检测网络建设袁 建立
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协同监
测机制袁 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预案体系袁 强化基层卫生人
员知识储备和培训演练袁深入开展
卫生应急知识宣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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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文章指出袁要健全重大疫情救
治体系遥 要全面加强公立医院传染
病救治能力建设袁完善综合医院传
染病防治设施建设标准袁提升应急
医疗救治储备能力遥 要优化医疗资
源合理布局袁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
卫生机构动员响应尧 区域联动尧人
员调集袁建立健全分级尧分层尧分流
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袁完
善城乡三级医疗服务网络袁加强国
家医学中心尧区域医疗中心等基地
建设袁提升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遥
文章指出袁 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遥 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斗争经验袁 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袁 创新方式方法袁 推动从环境卫生
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袁 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尧 长期
性问题遥 要全面改善人居环境袁 加强公共卫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袁 倡
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袁 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袁 把全生
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尧 建设尧 管理全过程各环节遥
文章指出袁 要发挥中医药在重大疫病防治中的作用遥 中西医结合尧
中西药并用袁 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袁 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尧 守
正创新的生动实践遥
渊下转 A3 版冤

构为
建维
起护
强人
民
大
健
的
康
公提
共供
卫有
生力
体保
系障

今日 8 版
第11059期

A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奋力夺取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新胜利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在榕隆重召开
于 伟 国 主 持 并 讲 话
审议通过《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动员全省人民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的决议》
王宁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李仰哲当选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崔玉英胡昌升罗东川周联清赵龙邢善萍杨贤金郑新聪庄稼汉吴喜铧林宝金等在主席台就座
本报讯 渊福建日报记者 兰锋 周琳冤9 月 15
日袁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在福建会堂隆重召开遥
会议号召袁 全省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团结奋斗尧 苦干实干袁
决战脱贫攻坚尧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 奋力夺取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新胜利袁 加快建设 野机
制活尧 产业优尧 百姓富尧 生态美冶 的新福建袁 为促
进祖国统一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更大贡献浴
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有院于
伟国尧张广敏尧雷春美尧梁建勇尧黄琪玉尧邓力平尧潘征尧
吴洪芹尧檀云坤尧刘道崎遥 大会由执行主席尧主席团常
务主席于伟国主持遥
省领导王宁尧崔玉英尧胡昌升尧罗东川尧周联清尧赵
龙尧李仰哲尧邢善萍尧杨贤金尧郑新聪尧庄稼汉尧吴喜铧尧
林宝金和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遥
省十三届人大实有代表 552 人袁 到会 522 人袁符
合法定人数遥
上午 9 时袁于伟国宣布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开
幕遥 全体起立袁奏唱国歌遥
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叶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动员全省人民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的决议
渊草案冤曳的说明曰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遥 之后袁各

8月份各县区（管委会）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根据福建省莆田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数据袁 现将 圆园20 年 8 月份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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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省人民共同意志的一项重要
成果袁对凝聚全省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袁不断取得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新胜利袁具有重要意义遥
于伟国强调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袁 全省各级
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袁牢记重大使命尧扛起重大责任尧把握
重大机遇袁努力开创新工作新局面遥 要高举思想旗帜袁
深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袁把抓紧抓实抓细抓到位
作为最根本的政治责任和最关键的工作方法袁以有力
的行动和扎实的成效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
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遥
渊下转 A3 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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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 10 名“新时代好少年”
本报讯 近日袁仙游县举行 2020 年度野新时代好少年冶先进事迹现
场发布会袁对 10 名获评野新时代好少年冶的中小学生进行表彰袁引导全县
广大青少年以身边的野新时代好少年冶为榜样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袁成长成才遥
据悉袁仙游县委文明办联合县教育局尧团县委尧县妇联尧县关工委开展
2020 年度野新时代好少年冶评选和学习宣传活动遥 评出的这 10 名野新时代
好少年冶袁有的富有孝心尧自立自强袁有的乐于助人尧临危不乱袁有的品学兼
优尧尽职尽责袁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乐观进取尧朝气蓬勃尧向上向善的风采遥
当天发布会现场采取事迹展示袁现场访谈等方式袁通过同龄人的榜样示
范袁激励引导广大未成年人见贤思齐尧崇德向善袁从自己做起袁从点滴做起袁
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遥 渊陈国孟冤

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酝酿尧讨论补选的省人民政府省
长尧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候选人名单曰推选大会监票人曰
审议叶决议曳渊草案冤遥
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 叶决议曳尧 大会总监
票人尧 监票人名单曰 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袁 补选王
宁为省人民政府省长袁 李仰哲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遥
随后袁 大会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遥
于伟国向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遥 他说袁这次
会议是在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袁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袁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的关键时刻召开
的袁是一次统一思想尧凝心聚力尧发扬民主尧团结奋进的
大会遥 大会审议通过的叶决议曳袁是省人大发挥地方国家
权力机关职能作用袁 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

华峰实业有限公司在秀屿土海湿地建设约 750 亩的碧水源农场袁以农业科研为主袁
并建有农耕体验区尧瓜果采摘区尧滨水休闲区袁推动乡村振兴遥
图淤院碧水源农场全景遥
图于院技术人员在大棚内种植蔬菜遥
本报记者 蔡昊 摄
于

市水利局：

形成旧城更新连片规模效益
城厢区文献北片区改造项目启动
本报讯 9 月 14 日袁 城厢区文献北片
区改造项目征迁大会召开遥 这是该区继龙德
井尧 沟头尧 绶溪尧 月塘南等片区征迁改造之
后袁 正式启动的又一项重点片区改造项目遥
市委七届十次全会提出袁 实施 野双轮冶
驱动袁 强产业尧 兴城市遥 城厢区在加快新区
建设的同时袁 围绕 野集中配套尧 完善功能冶
目标袁 全力加快旧城更新袁 同步推进安置
房尧 教育医疗尧 路网管网尧 社区邻里中心等
项目建设袁 进一步完善功能袁 提升城市品
质袁 实现旧貌换新颜遥
文献北片区规划范围东至胜利北街袁 西
至学园中街袁 南至文献西路袁 北至梅园西
路遥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392 亩袁 拆迁旧房
总建筑面积约 70 万平方米遥 该片区涵盖龙
桥街道尧 凤凰山街道的太平尧下磨尧龙德井 3
个社区袁涉及拆迁户 2597 户尧单位 48 家遥
该项目完成后袁 将与龙德井等片区一

起袁 形成城市中心旧城更新 1026 亩的连片
规模效益袁 推进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遥
渊陈峰冤

文献北片区改造项目规划用地示意图
刘智豪 制

发挥职能优势
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渊记者 吴伟锋冤9 月 12 日袁市水利局结合工作
实际袁认真贯彻市委七届十次全会精神袁前往仙游县度尾镇调
研指导乡村振兴和移民等工作袁 立足该镇特色优势与发展短
板袁发挥水利部门的职能优势袁助推度尾镇乡村振兴遥
市水利局是省级乡村振兴特色乡镇度尾镇的市直部门挂
钩联系单位遥 当天袁该局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村砺山村尧洋坂村袁移民村埔尾村袁李耕故居尧海峡艺雕城尧艺雕
智慧产业园等地进行调研袁实地察看乡村振兴示范镇尧示范村
和移民村建设情况袁重点了解镇村产业发展尧人居环境提升尧基
础设施建设尧历史人文景观和基层组织建设等情况袁以及下一
步乡村振兴特色乡镇工作规划遥 之后袁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和前
期政策资料分析进行研讨遥
下一步袁市水利局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袁在项目尧资金和技
术上提供支持袁积极帮助度尾镇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曰加大对埔尾村的扶持力度袁助其进行规划设计和编
制野三年行动冶实施方案袁致力将埔尾村打造成为全市库区移民
乡村振兴示范村袁为我市实施野双轮冶驱动尧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超越作出新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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