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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聚焦

鼓勵疫苗企業對外轉讓技術
題中國將繼續科學精準高效處置局部突發疫情 保持全球防控優勢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會報道）中國將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疫苗接
種、藥物研發等工作，列入 2022 年清單。5 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的
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2022 年中國將繼續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堅持外防輸入、內
防反彈，不斷優化完善防控措施，科學精準高效處置局部突發疫情。當天提請審查
的國務院關於 2021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 2022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下稱「計劃報告」）也提到，中國還將推進疫情防控國際合
作，加快診療技術聯合攻關，深入開展疫苗、藥物等研發試驗應用國際合作，並鼓
勵疫苗企業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

計劃報告指出，去年中國疫情防控堅持全鏈
條精準防控「動態清零」，保持全球疫情

防控優勢地位。
主要包括三方面成績，首先是分區分級防控舉
措精準高效，嚴格落實人、物、環境同防措施，
加強公共衞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設，最大限度遏制
疫情通過口岸傳播，及時有效處置局部地區聚集
性疫情。

發展中國家疫苗大多來自中國
第二是疫苗接種和藥物研發穩步推進。截至
2021 年底，內地累計生產疫苗超過 50 億劑，提
升疫苗對變異毒株的適應性，分地區、分年齡段
推進疫苗接種，累計報告接種新冠疫苗 28 億劑
次，完成全程接種人數超過 12 億人，全程接種
覆蓋率超過85%。中國首個抗新冠病毒特效藥獲
批上市。第三是抗疫國際合作成效突出。中國積
極開展共享樣本、共享數據、共享應對措施等。
2021年，中國已向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
超過 20 億劑疫苗，成為世界對外提供新冠疫苗
最多的國家，發展中國家迄今獲得的疫苗大多數

來自中國。
談及 2022 年中國的疫情防控，計劃報告指
出，要積極做好疫苗接種和藥物研發，加快推進
新冠疫苗研發，科學組織不同技術路線疫苗的序
貫免疫研究，進一步提高疫苗加強針接種人群覆
蓋面，根據疫情防控需要，進一步加快新冠病毒
藥物國內研發上市，統籌做好生產、儲備、質量
監管等工作。
在強化外防輸入舉措方面，計劃報告指出，要
加強口岸疫情防控能力建設，嚴格落實人防、物
防、技防相關舉措，強化口岸及集中隔離點疫情
防控。做好對相關國家地區進口貨物特別是冷鏈
產品的檢測消毒。對高風險崗位人員切實做到閉
環管理，建立健全進口凍品集中監管制度。此
外，還要健全優化疫情防控體系。加強流調溯
源、核酸篩查、隔離管控和重點場所防控，着力
做好節假日等人員流動增多時期疫情防控，避免
聚集性感染。完善落實農村地區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強化醫院感染防控，繼續加強對散發病例和
聚集性疫情的防範處置，最大限度減少對群眾生
產生活的影響。

開門問策 八年收網民百萬條建議
反映民意、集思廣益，是總
理政府工作報告的一貫特點，
今年的報告亦充分體現了開門
問策、廣開言路的原則。在 5
日舉行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吹
風會上，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向東介紹，今年報告的起草聽取和徵求了幾千條
建議，是一個集眾智、匯眾力的過程，也是一個
順應社會期盼，不斷細化政策措施的過程。此
外，通過媒體平台，8 年來累計收到網民的建議
近百萬條。

多年參與總理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工作的向東向中
外記者介紹，今年報告起草過程中聽取和徵求的建
議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方面是2021年總理召開
了多場座談會，面對面聽取了社會各界人士對報告
的意見；另一方面，報告起草組廣泛徵求了各地區
各部門的意見，這些單位共提出了修改意見3,000
多條。此外，向東重點提及了媒體平台的作用。他
說，比如中國政府網聯合媒體連續8年開展「我向
總理說句話」網民建言徵集活動，8年來累計收到
了網民的建議近百萬條。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兩會報道

◆ 2021 年，中國已向 120 多個國家
和國際組織提供超過 20 億劑疫苗
億劑疫苗，
，
成為世界對外提供新冠疫苗最多的國
家。圖為 1 月 6 日設在菲律賓中華崇
仁總醫院的菲華各界聯合會中國新冠
疫苗免費接種點。
疫苗免費接種點
。
中新社

中科院武漢分院院長袁志明：

完善生物安全體系 培養生物安全專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高等級
生物安全實驗室在生物安全研究和公共衞生
應急響應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近日，住
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院長
袁志明受訪時建議，以建設生物安全創新和
培訓中心為契機，完善國家生物安全體系，
培養生物安全專門人才。
近二十年來，袁志明主要從事蟲媒病毒和
烈性病毒檢測、病毒分子流行病學和生物安

全研究，主持了中國第一個四級生物安全實
驗室的建設和運行。袁志明介紹，經過多年
建設，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高等級生物安全
實驗室體系的基本框架，一批P3、P4實驗室
投入運行，成為人口健康與動物衞生領域開
展科研、生產和服務的重要保障條件。
「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對科技抗疫發揮了核
心支撐作用。」袁志明介紹，在抗擊新冠疫情中，
中國科研技術人員依託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

在不到100天時間內完成了滅活疫苗的臨床前
研究，其他幾款核酸、重組蛋白和重組病毒疫
苗，以及多種單克隆抗體和其他特異性抗病毒
的藥物也快速推進進入臨床試驗和附條件上市。
袁志明認為，隨着全球化進程加快，未來
或將面臨更加複雜多變的生物安全形勢和未
知、新發傳染病防控的巨大壓力，只有做好
知識、技術、藥物和人員的儲備，才能在新
病毒出現時有能力快速應對。

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 5 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
出，我們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設新型國
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落
實全球發展倡議，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中

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
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願同國際社會一
道，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作出新
的更大貢獻！
談到國防和軍隊建設，李克強在政府工作
報告中表示，過去一年，國防和軍隊建設取

得重大進展，實現「十四五」良好開局。
他說，新的一年，要深入貫徹習近平強軍
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扣牢建軍
一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
建設，全面深化練兵備戰，堅定靈活開展軍
事鬥爭，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第五次到內蒙古代表團 習近平重點談到三件大事
◆5日，習近
平參加十三
屆全國人大
五次會議內
蒙古代表團
的審議。
新華社
3 月 5 日，驚蟄節氣，暖意漸濃。當天下
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他所在的內蒙古代表團
參加審議，連續第五年與來自內蒙古的全國人
大代表親切交流。在內蒙古代表團，從重要認
識、重大決策到重大責任，總書記重點談到三
件大事。這些大事，既是國計，也是民生。

「經典話題」常聊常新
2018年1月，習近平在內蒙古自治區全票當
選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當年 3 月 5 日，他
向代表們袒露心聲：「我選擇在內蒙古自治區
參加選舉，表達了黨中央對民族邊疆地區的重
視，體現黨中央加快推進欠發達地區發展、打
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心。」
今年的同一天，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這個熟
悉的會場，7位代表面對總書記發言。
五年來，習近平在內蒙古代表團先後傾聽了
31位代表的發言，並展開交流。有些話題是常
聊常新的「經典話題」。
今年首位發言的代表是內蒙古自治區財政廳
廳長張磊，他圍繞「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
理念」向總書記介紹了近年來內蒙古在發展理
念、路徑、方式、目標等方面的做法和變化。
去年，習近平在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就
著重強調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來自烏蘭察布市的郭艷玲代表是一位土生土
長的草原人，同時也是一名草業科技工作者，
至今從事草原農業技術推廣工作已經 35 年。
圍繞著加強草原生態建設，郭艷玲代表第二個
發言，建議建設公益性草種質資源繁育基地。
生態文明建設，是總書記到內蒙古代表團最
關心的話題之一。連續五年都有代表圍繞這一
主題與總書記交流。
赤峰市松山區大廟鎮小廟子村黨總支書記趙
會傑，2018年第一次發言的主題是「走新時代
鄉村振興之路」。次年7月，總書記赴內蒙古
赤峰市考察時，專門邀請趙會傑來到馬鞍山
村，與多位幹部群眾代表一起座談交流。今年
再次發言，趙會傑談的依然是鄉村振興。

「特色話題」精準開方
建設國家重要能源和戰略資源基地，是內蒙
古戰略定位之一。過去四年，代表們曾多次向
總書記介紹能源轉型發展。總書記強調要把現
代能源經濟這篇文章做好。在今年的發言中，
來自煤化工企業的賈潤安代表提出，要促進煤
化工產業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發展。
來自科爾沁藝術職業學院的王曉紅代表建
議，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辦學治
校、教書育人全過程。從前年的梅花代表、去

年的娜仁圖雅代表，再到今年的王曉紅代表，
三位教師都關注民族團結與教育這一議題。總
書記在內蒙古代表團多次談到要深化民族團結
進步教育。
來自航天科工集團第六研究院的馮艷麗代
表，根據內蒙古實際科研情況，提出了兩點建
議：一是在內蒙古開展一些重大科技工程和重
大科技專項，二是促進人才向邊疆民族地區合
理流動。
同樣作為科研工作者，來自知名乳製品企業
的史玉東代表圍繞「振興民族奶業」作了發
言。奶業是內蒙古最具競爭力的支柱產業之
一。去年在內蒙古代表團，習近平強調，要發
展優勢特色產業，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促進農
牧業產業化、品牌化。

重要認識：首次提出五個「必由之路」
3月5日，在認真聽取內蒙古代表團7位代表
發言後，習近平總書記發表講話，重點談到三
件大事，首先談的是重要認識。
總書記指出，回顧新時代黨和人民奮進歷
程，我們更加堅定了以下重要認識。
談到「必由之路」，人們最熟悉的可能是這
一句：「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必由之路。」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多次表達「必由之
路」——「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攀
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是自主創新」「開
放是人類社會繁榮進步的必由之路」……
中國共產黨人總是善於用馬克思主義的立
場、觀點、方法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
代，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
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必由之路」，表達的就是對重要規律性認
識的科學論斷和高度自信。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10個明確」，這
是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深化和
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

在內蒙古代表團，習近平首次提出五個「必
由之路」，這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推進理論創
新的最新成果。

重大決策：
「要做深做細做實」
去年8月，習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發
表重要講話，系統闡釋了我們黨關於加強和改
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時隔半年，總書記在內蒙古代表團又濃墨重
彩談民族團結，足見民族工作的重要性。這是
總書記當天談的又一件大事。
總書記語重心長：「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
家，各民族團結和諧，則國家興旺、社會安
定、人民幸福；反之，則國家衰敗、社會動
盪、人民遭殃。」
黨中央強調，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
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這既是重大決
策，也是重要結論。
這一次，習近平又提出了哪些要求？
他強調，既要做看得見、摸得著的工作，也
要做大量「潤物細無聲」的事情。
民族團結工作說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潤物細
無聲，點滴在心頭。總書記多次指出，做好民
族團結工作重在交心，要將心比心，以心換
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只要人心在我，各族
人民就能眾志成城。
習近平還強調，要正確處理中華文化和本民
族文化的關係。
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總書記在去年的中央
民族工作會議上就指出，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都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是主幹，
各民族文化是枝葉，根深干壯才能枝繁葉茂。

重大責任：
「要見微知著」
習近平談到的第三件大事，與內蒙古十分重
要的戰略地位緊密相關。
總書記指出，內蒙古是邊疆民族地區，在維
護民族團結和邊疆安寧上擔負著重大責任。要

見微知著，增強憂患意識，提高戰略思維，有
效防範民族工作領域的各種風險隱患，切實築
牢祖國北疆安全穩定屏障。
總書記談到了疫情防控。
當天國新辦舉辦的吹風會透露，近兩年來，
中國境內發生的 40 多起散發病例和聚集性疫
情，經過基因測序分析和流調追蹤排查，都是
由境外輸入引起的。所以要把口岸城市防控作
為重中之重，守好疫情防控國門。
內蒙古邊境線長，口岸眾多。在內蒙古代表
團，習近平指出，要突出口岸地區疫情防控這
個重點，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的底線。
總書記談到了能源安全。
內蒙古是國家重要能源基地。習近平指出，
要堅持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在
降碳的同時確保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
全、糧食安全，保障群眾正常生活，不能脫離
實際、急於求成。
總書記談到了反腐倡廉。
「當共產黨的官，當人民的公僕，拿著國家
資源去搞行賄受賄、去搞權錢交易，這個賬總
是要算的。」去年在內蒙古團，這番話振聾發
聵。
時隔一年，總書記又作出部署：要把嚴肅黨
內政治生活作為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
的基礎性工程，加快推動黨內政治生活全面回
歸健康規範的軌道。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用四個字寄語內蒙古——
「守望相助」：守，就是守好家門，守好祖國
邊疆，守好內蒙古少數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園；
望，就是登高望遠，規劃事業、謀求發展要跳
出當地、跳出自然條件限制、跳出內蒙古，有
寬廣的世界眼光，有大局意識；相助，就是各
族幹部群眾要牢固樹立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思
想，各族人民擰成一股繩。
守望相助，是內蒙古 2,400 多萬各族人民的
追求，也是14億多中國人民的共同追求。
◆央視新聞客戶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