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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印

发了《法治中国建设规
划（2020—2025 年）》，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规划》提出的指导
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
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以解决
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
力点，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
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高党依法治国、依
法执政能力，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
法治保障。

《规划》指出，建设
法治中国应当实现法律
规范科学完备统一，执
法司法公正高效权威，
权力运行受到有效制约
监督，人民合法权益得
到充分尊重保障，法治
信仰普遍确立，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全面建成。

美媒批约翰逊抗疫“屡战屡败”

当地时间周一，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宣布实
施封锁。自 12 月 20 日以来，威尔士已经处于
封锁状态。北爱尔兰正处于为期六周的封锁
措施的第二周。

报道还称，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显示，从2020年12月27日至2021年1月2日，
在英格兰的一般家庭里，每50人中就有1人感
染了这种疾病。

另据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1月5日发表
汤姆·麦克塔格的题为《英国失败了。再一次》
的文章称，在英国 2020 年首次为阻止新冠病
毒的传播而采取封锁措施后，在评估政府的表
现时，人们不得不考虑一些减轻罪责的因素。
是的，这个国家后来承受了欧洲最严重的死亡
人数和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英国首相鲍里
斯·约翰逊“遵循了科学”，依照其政府医疗和
科学顾问的建议推迟了封锁。

一般来说，英国——像当时世界上的其他
地方那样——正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它或许

比大部分国家更加磕磕绊绊，成千上万人丧
生，但到 2020年夏天，它似乎已经恢复了些许
镇定，与大部分欧洲国家相当。

然而1月5日，再一次，英国正在失败。数周
以来，约翰逊面临着外界要求政府加强应对措施
的压力，于是他采取了9个月以来的第三次全国
封锁。2020年夏天，作者表示试图理解为什么英
国做得如此糟糕——毫无疑问它失败了。唯一
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又回来了。

对约翰逊和他的政府来说，答案就像大部
分续集那样糟糕。从 2020 年春天疫情开始，
他们就明白了冬季第二波疫情的威胁。虽然
约翰逊当时勤勉地“遵循科学”，但这次他与他
的科学和医学顾问们不一致，科学和医学顾问
们数周来——如果不是数月的话——一直在
敦促他采取更严厉的行动。

这次，约翰逊不能说不知道。
文章还称，约翰逊现在的托词是，他确实

吸取了第一波疫情的教训——只是不走运。
他的论点是，一种新型且更具传染性的变种新
冠病毒 2020 年秋天在英格兰出现，破坏了英

政府对这种病毒的成功控制。他说，如果不是
因为这种新毒株的话，政府的战略是有效的。

而这一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有
证据表明，这种新毒株更具传染性，而且可能
是导致英国各地病例迅速增加的部分原因。

现实就是，约翰逊只从第一波疫情的失败
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与其他领导人相比，他采
取行动控制这种病毒的速度始终较慢。事实
上，约翰逊不愿采取行动以及他对自己在未来
不必这样做的乐观态度已经成为一种模式。

约翰逊试图采取中间之道，在不破坏日常生
活和经济的情况下应对这场疫情。这是完全合
理的。然而，由此产生的妥协或许未能成功防止
这种疾病或其社会和经济后果造成严重破坏。

两项数据均创美国新冠疫情以来新高

据美疾控中心消息，截至8日，美国近7日
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4.8万例，平均日
增死亡病例近 3000 例，两项数据均创美国新
冠疫情以来新高。

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起的追踪全美疫情

项目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过去一周报告
的确诊病例、死亡病例数均创美国新冠疫情暴
发以来单周最高纪录。加利福尼亚州是近期
美国新冠疫情“重灾区”，近7日平均日增确诊
病例近 4 万例，平均日增死亡病例超过 410
例。今年以来，加州平均每 105 人中就有 1人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担心，日前发生在华盛
顿的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可能引发新冠病毒“超
级传播”事件。美国乔治敦大学全球卫生科学
与安全中心病毒学家安杰拉·拉斯穆森9日表
示，示威者中很多人未戴口罩，他们彼此长时
间近距离相处，大声喊叫，且暴露在催泪瓦斯
等引起的化学刺激环境中易导致咳嗽，所有这
些条件都可能加剧新冠病毒传播。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
示，美国是全球新冠累计确诊和累计死亡病例
数最多的国家，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9 日晚，该
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近 2213 万例，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37.2万例。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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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奋力建设
良法善治的法治
中国。

全面贯彻实施宪
法，坚定维护宪法
尊严和权威。

建设完备的法律规
范体系，以良法促
进发展、保障善治。

建设高效的法治实
施体系，深入推进
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

建设严密的法治监
督体系，切实加强
对立法、执法、司法
工作的监督。

建设有力的法治保
障体系，筑牢法治
中国建设的坚实后
盾。

建设完善的党内法
规体系，坚定不移
推进依规治党。

紧紧围绕新时代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
依法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
益。

加强党对法治中国
建设的集中统一领
导，充分发挥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 10日召开的河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河北省副省长徐建培说，1
月 10 日 0 时到 10 时，河北省新增 40 例本地确
诊病例，全部在石家庄市。40 例中有 26 例为
无症状转确诊病例，新增6例本地无症状感染
者。自 1月 2日以来，河北省累计发现本土确
诊病例22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61例。

目前没有看到明显拐点，扩散风险
依然存在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主任师
鉴说，基于现今发现的早期病例发病时间和病
毒传代时间，初步估计“零号病例”在 2020 年
12 月 15 日之前引发当地传播的可能性大，当
前溯源工作仍在进行。

师鉴说，本次疫情目前没有看到明显拐
点，扩散风险依然存在。通过对来自石家庄、
邢台病例的样本进行基因测序比对，可排除与
中国以往本土疫情的相关性，推断引发本次疫
情的病毒来自境外。本次疫情新冠病毒全基
因组序列不含有英国与南非变异毒株的氨基
酸关键性变异位点。

河北共向全国 20个省份发送了
38份协查函，未发现检测阳性者

师鉴说，截至 1 月 9 日 14 时，这次疫情期
间，河北共向全国 20 个省份发送了 38 份协查
函，涉及到的病例密切接触者总数是 119 人，
当地全部予以协查，并予以回函，截至目前没
有发现检测阳性者。

6日凌晨，全市开始对千万人口进行核酸

检测，又同时按下“快进键”。截至 8日 24时，
石家庄市完成第一次全员核酸检测，共检测
10251875人，累计检出阳性人员354人。

如何按下3天核酸检测1025万人
的“快进键”？

1 月 6 日 0 时开始，石家庄市启动超 1000
万人口的大规模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全省制定了支援石家庄市全员核酸
检测工作方案，抽调省直医疗机构和其他地市
医务人员驰援石家庄，弥补采样人员缺口；

——省市医疗机构、第三方机构等各方
检测力量 19754 人，立即奔赴全市 5000 多个
采样点；

——石家庄在城区、农村“以乡镇、街道办
事处一级，行政村、居委会二级”构建两级网
格，以乡镇、社区、居民小区、行政村等为单位
共设置了采样点5011个；

——国家卫生健康委也组织江苏省派出
5 支 106 人、浙江省 5 支 103 人的实验室检测
医疗队，支援石家庄和邢台市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

据了解，此次石家庄全员核酸检测，在检
测方法上，高风险地区采用 1：1 方式采样检
测，其他地区采用1:5或1:10混采的方法，进一
步提高了检测效率。

已启动开展二次全员检测

1 月 8 日晚，石家庄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公室发布通告称，为防止疫情扩散、保障人民
群众健康安全，全市完成核酸检测任务后，广

大群众居家 7 天。按照国家新冠肺炎临床诊
断治疗指南规定，一次核酸检测阴性，还不能
完全说明没有感染，需要测两次，结果均为阴
性才行，要求市民居家，也是为了给二次核酸
检测做准备。

10日，石家庄市部分小区开始第二轮全

员核酸检测。据了解，为了加强二次全员核酸
检测工作，目前石家庄市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和疾控中心全部建成核酸检测实验室，具备
开展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共 107家，并已协调
了北京、天津、山东、河南等相邻省份进行支援
检测。 据新华社电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任艺萱 记者张剑）1
月10日晚，一辆长 15米、高 4米,价值 500万元
的“医疗神器”驶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星夜
奔赴河北，帮助河北地区移动快速诊断新冠
肺炎。

这台整体车载移动 CT 平时可用于医院
筛查新冠肺炎患者，也可用于正常人体检。平

均一天可体检筛查200至300人次。可用于全
身CT平扫和增强检查，对于肺部CT更便利，
可以快速完成肺部 CT 筛查，做到低剂量，最
小化对检查对象的射线辐射影响。通过隔室
遥控操作技术、影像 AI 辅助诊断系统、5G 远
程诊断系统等，将医学影像技术与移动方式高
效结合，满足疫情防控、外出体检、应急救援等

各种检查需求。
随车出发的中南医院医学影像科技师叶

乃力表示，车载移动 CT如同将“医院”送到了
每一位需要它的人身边，可奔赴厂矿企业、大
学院校等场所，实现一站式、一体化检查。

“时间紧迫，我们可以随时投入支援河北
人民的抗疫战斗！”中南医院副院长袁玉峰表

示，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中南医院在
武汉先后接管了武汉市第七医院、武汉客厅
方舱医院、武汉雷神山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
在医学影像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河北和全
国各地在当时给予了武汉大力支持和无私帮
助，此次中南医院将全力完成支援河北的任
务。

河北新增确诊40例，扩散风险依然存在

石家庄已启动第二次全员核酸检测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车载CT星夜驰援河北 平均一天可体检筛查200至300人次

英日新增6万病例创纪录 美日增超30万病例再创新高

美媒批约翰逊抗疫“屡战屡败”
据德新社伦敦 1 月 6 日

报道，英国在1月5日又出现
创纪录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数，英国正缓慢进入其最新
一次封锁。

据英格兰公共卫生署
说，截至 1 月 5 日早上，共有
60916 例新增病例和 830 例
死亡病例。这是自这场疫情
暴发以来，记录的单日最高
感染人数。报道称，这令英
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
尔 士 的 总 病 例 数 达 到
2774479 例，总的死亡人数
达到76305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 9 日公布的疫情数据显
示，8 日全美报告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超过 30 万例，达
314093 例，刷新美国新冠疫
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新增
死亡病例逾3600例。

9日，在
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洛杉
矶县圣加布
里埃尔的一
处自助新冠
病毒检测站，
人们从口中
获取检测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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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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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围
绕全面贯彻
实施宪法，建
设完备的法
律规范体系、
高 效 的法治
实施体系、严
密的法治监督
体系、有力的
法治保障体
系、完善的党
内法规制度体
系，依法维护
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
益，加强党对
法治中国建设
的集中统一领
导等，提出相
关改革发展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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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聚集性疫情，为阻
断疫情传播，各地区各部门坚持防到实处、控
住细节，紧抓重点人群、重点环节各项防控措
施，筑牢群防群控严密防线。

目前，石家庄 2.5 万余名快递员已基本完
成第二次核酸检测。1月10日，已有1000多名
快递员上岗。各快递企业按要求对快递车辆、
快件进行每日消毒，确保配送安全。

此外，河北还建立了重点生活必需品应急
保供联系和储备机制，石家庄 70 个大型商超

及大型批发市场将新鲜蔬菜送进社区。据了
解，石家庄、邢台两市重点地区将开展第二轮
核酸检测，并继续对中高风险地区进行拉网式
排查，对排查出的密接、次密接人员实行单人
单间隔离，阻断疫情传播蔓延。

疫情防控不松劲，这几天，辽宁沈阳周边乡镇
正在对常住农村人口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辽中区
城郊街道团结村有常住人口15000多人，全村划分
成8个管理网格，组织村民分时段有序检测。

在大连，连续降雪降温给疫情防控带来很大

考验。金普新区在5个封闭管控街道紧急增设
了80个生活物资接收点，2万名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为40多万社区居民提供配送服务。对农村地
区，大连重点加强返乡人员管理，确保排查核实
到位、精准管控到位，同时严格规范婚丧嫁娶、集
聚娱乐等活动，防止发生聚集性疫情。

北京出台“加强版”网约车出租车行业7项防
控措施，要求运营车辆必须落实“一单一消毒一通
风”，从明天起，乘客要使用健康宝扫码登记。

据央视

各地从严从实

抓好疫情防控

链接>>>

10日，在石家庄市裕华区天海誉天下小区，医护人员为居民进行核酸采样。当日，河北省
石家庄市部分小区开始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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