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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调整

医保缴费基数

7月 1 日起

发布会现场

本报讯 29 日，贵州疫情防控暨援

鄂抗疫故事分享新闻发布会在贵阳举

行。 发布会上，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党组

书记、 主任李奇勇介绍了贵州省疫情

防控及援鄂抗疫相关情况。

李奇勇介绍，截至 6月 28日，全省累

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146例、境外输入病

例 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45例、死亡病

例 2例。本土确诊病例“零新增”已连续达

133日，疑似病例清零已连续达 109日，本

土确诊病例清零已连续达 105日，省内疫

情传播已基本阻断。 贵州省所有确诊病例

均为输入性和家庭聚集，未扩散到社区；所

有确诊病例均为一代和二代病例，没有出

现第三代病例。 全省每百万人口确诊病例

数 3.25人， 仅高于西藏和青海两个省区。

得到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国家卫生健

康委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另外，我省援鄂抗疫实绩突出，派出

9批援鄂医疗队共 1443 人，是 19 个省份

中向对口支援市州派出医务人员最多

的，也是最早进入、最后撤出武汉方舱医

院的队伍之一。

李奇勇表示，下一步,省卫健委将重

点做好严控武汉来黔人员、严控密切接触

者、严控流动人口、加强环境防疫消杀等

方面工作， 全力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常态

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贵州省人民

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省呼吸疾病研究

所所长张湘燕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

省各级疾控机构在 6 月 15 日—6 月 18�

日采集了 9 个市（州）海鲜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大型超市、进口冷冻肉制品的大

型仓储或批发市场等场所内的海产品、肉

类等食品及案板、容器、地面、搬运工具外

环境标本共 2112份， 经检测新冠核酸均

为阴性；同时采集了相关从业人员咽拭子

标本 1261份，新冠核酸结果也均为阴性。

海鲜在彻底煮熟后是可以放心食用的，但

要注意接触海鲜前后要洗手，加工海鲜时

要把生、熟食品及加工器具分开，要彻底

清洗消毒洗菜盆及砧板刀具等物品。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杜富佳、傅小云

等 6位抗疫英雄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

来自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傅小云作为首个分

享人，分享了他的援鄂抗疫故事。

“在湖北鄂州的两个月，是我一生

最难忘的两个月。 我们重症组承担了危

重型患者的救治， 也是承担最大压力的

工作，所有医护人员都倾尽了全力。 ” 傅

小云说，每天他都在与时间赛跑，从病房

的 71床走到 80 床，再折回去盯监护仪，

来回一共 70 步，他要重复近 300 次。 一

个 6 小时的班下来， 他要走近 2 万步。

“两个月的抗疫， 必将成为我一生最刻

骨铭心的记忆” 。

接着，来自湄潭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的护士杜富佳也分享了自己的抗疫初

衷。 2 月 26 日，杜富佳作为贵州省第八

批援鄂医护队员进入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东院八病区工作。 3 月 25 日，杜富佳

和同事告别武汉， 踏上了回家的归程，

武汉市民纷纷打开窗户欢送她们。 她

说，“这场战役的成功， 不是只靠一个

人，而是靠大家的齐心协力，特别是武

汉市医护人员、公交司机们等，谢谢他

们。 有人说，我们家是‘硬核家庭’ 。 老

大杜富国是‘排雷英雄’ ，我是‘抗疫

战士’ ，老三杜富民是‘急救医生’ ，老

幺杜富强是‘戍边卫士’ 。 我们兄妹 4

人虽然坐标不一样， 却有一样的坚

守———当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

定会在！ ”

另外， 进行贵州疫情防控暨援鄂抗

疫故事分享的， 还有来自贵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综合 ICU 住院医师刘博，省人

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师张帮

艳，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

医学科主治医师胡永胜和晴隆县人民医

院护师曾洪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抗疫英雄 分享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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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第 5 波多彩贵州文

旅消费券今日中午 12 点准时开抢，1000

万元消费券抢完为止。

据悉， 本期消费券是一种通用券，每

人每批次可领 1套。 每套消费券共两张，

补助总额 150 元，分别为“满 200 减 100

元”券和“满 100减 50元”券。

适用范围上， 除了省内各大文化旅

游企业外，书店、影院、剧场等文化娱乐

场所、全域旅游景区周边餐饮、农家乐等

商户纳入惠民补贴范围， 让消费者真正

实现一券在手，即可享受“自由行、住酒

店、品美食、买特产” 等优惠。

用户通过多彩宝 APP 成功领取消费

券后， 由微信平台核销， 消费者可通过

【微信→我→卡包】查看，消费者在参与

活动的商家门店消费时，可通过微信付款

直接使用消费券抵用。

1000万元！

消费券来啦

今日中午 12 点开抢！

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6 月 29

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

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

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人民

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

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制定《中国共

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对增强“四个意识” 、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 对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 确保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确

保人民军队永葆性质、宗旨、本色，对实现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

续深化政治整训，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要坚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把战

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贯彻到人民军

队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党的政治

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要坚持贯

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坚定不移正风肃纪，

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坚持勇于

自我革命，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

会议要求，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军队党

的建设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要突出

书记队伍和班子成员，抓好学习培训，提高

抓党的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要强化领导督

导，确保《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

有效执行、落地见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党

组织选举工作，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规范完善党内

选举制度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有力推动

了基层党组织建设。 制定和实施《中国共

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是落实党

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发扬党内

民主、尊重党员民主权利、规范基层党组

织选举的具体举措，对增强基层党组织政

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

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

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

强战斗堡垒，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

础，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 要严格执行选举制度规定，

提高党内选举质量，保障党章赋予的党员权

利，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规矩意识。 要

严格代表资格条件， 确保选出合格的代表。

要合理分配代表名额，优化代表结构，确保

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比例。 要按照德才兼

备、以德为先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委

员候选人。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

在先，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

确保选举风清气正。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中国共

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实施的组织

领导，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加强谋划，精

心组织，全程把关。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教育引导党员和代表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保

证选举工作平稳有序。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书

记和党务骨干培训， 提升工作规范化水平。

要加强督促落实，确保《中国共产党基层组

织选举工作条例》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截至28日，贵州连续133天本土确诊病例“零新增”

省卫健委：省内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

海鲜还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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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封顶线

我省印发《保险助推全省按

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行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