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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成立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
“11·21”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

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客观精准认定责任
新华社郑州 11 月 23 日电 11
月 21 日 16 时许，河南省安阳市凯
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一起特
别重大火灾事故，
造成 38 人死亡、
2
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强总
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
决定成立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
头，公安部、全国总工会、河南省人
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河南安
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
“11·21”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进行调查。
11 月 23 日下午，国务院河南
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11·
21”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在安
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

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
元明对调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
照
“科学严谨、
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
和
“四不放过”
的原则，
尽
快查明事故原因，客观精准认定责
任，
实事求是提出处理建议，
依法严
肃追究责任。同时，推动地方政府
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深化
整治，
严格落实责任，
有效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调查组全体成员、专家
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河南省、安阳市有关
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1 月 22 日拍摄的河南安阳火灾现场

不动摇、
不走样，
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回应当前疫情防控热点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近
期，全国本土疫情呈现传播范围
广、传播链条多、疫情波及面扩大
的严峻复杂态势。
连日来，我国发布进一步优化
疫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印发
了核酸检测实施办法、风险区划定
及管控方案等四个技术性文件，各
地落实情况怎么样？如何更加精
准高效地管控疫情？医疗资源的
建设和配置情况如何？围绕公众
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回应。
问题一：二十条优化措施已公
布 10 多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又印发了核酸检测实施办
法、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等四个
技术性文件，各地落实情况怎么
样？当前部分地区疫情扩散速度加
快，
有关部门如何推进疫情处置？
答：当前我国本土疫情形势仍
然严峻复杂，
“三个坚定不移”是党
中央科学研判国内外疫情形势对
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的明确要
求。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坚决克服
麻痹松懈心理、等待观望心态，坚
持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化
措施不动摇、不走样，立足于防、立
足于早、立足于快，科学精准做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近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通过视频会商、调度和培训等
多种方式，部署调度各地尽快推进
二十条优化措施落实落地。各地
迅速召开调度会、培训会，对本地
区优化防控措施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

各地还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
成立工作专班，印发相关配套文
件、落实细则或指南，将优化措施
落实情况纳入常态化督导，全方位
多角度宣传阐释解读二十条优化
措施，制定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
根据不同培训对象组织开展系列
培训和分层培训，进一步推进高效
处置疫情。
同时，各地进一步加大层层加
码问题整治力度，重点对随意封校
停课、停工停产、未经批准阻断交
通、随意采取“静默”管理、随意封
控、长时间不解封、随意停诊等问
题开展整治，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
道，及时解决群众投诉的急难愁盼
问题，确保二十条优化措施落实到
位、落地见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
在派出 15 个疫情防控工作组的基
础上，强化视频会商指导和点对点
调度，持续加强对重点省份疫情处
置指导，要求以快制快，坚决控制
住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问题二：当前全国疫情形势仍
严峻复杂，一些地方新冠感染者数
量在短时间内激增，如何更加精准
高效地管控疫情？
答 ：更 加 精 准 高 效 地 管 控 疫
情，重点要做到 3 个
“四”：
一是落实好“四早”，做好常态
化监测预警，提升疫情监测的敏感
度，
同时加强对风险岗位从业人员、
重点机构和重点人群的监测，切实
做到风险人员的早发现和早管控。
二是压实“四方责任”，全面落
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
任，没有发生疫情的地方、部门和
单位要落实落细各项常态化疫情

防控措施；一旦发生疫情，要立即
启动应急指挥体系，动员所有的防
控力量，以快制快，同心抗疫，构筑
全社会共同防控的战线。
三是做到“四个统筹”，要对核
酸检测力量、流调力量、隔离资源
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管理进行有效
的统筹调配，合理利用防控资源，
形成防控合力。
问题三：二十条优化措施要求
加强医疗资源建设，当前各地医疗
资源的建设和配置情况如何？
答：
我国是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
口的大国，
老龄人口多、
有基础性疾
病的人也多，
医疗资源总体上相对不
足，
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差异比较大，
仍需要提质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特
别是补齐重症医疗服务的短板。
为尽最大努力保障好新冠感
染者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同时
保障好人民群众日常的医疗服务，
按照要求，对新冠感染者实施分类
救治。对于普通型、重症和有重症
风险的感染者，要及时收入定点医
院进行救治。还有一大部分是轻
症以及无症状感染者，收治在方舱
医院。设置方舱医院，就是为了尽
最大可能不影响日常医疗服务，保
障其他医疗机构满足人民群众看
病就医的刚性需求。
发生疫情的地区，医疗机构要
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不能够以
疫情防控为由对发生疫情风险的
医 疗 机 构“ 一 关 了 之 ”
“一封了
之”。对确需有风险要封控的医疗
机构以及相关科室，要强化应急处
置机制，及时开展环境消杀、风险
排查等工作，以最快的速度排除感
染风险，做到快封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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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加大力度推广智慧健康
养老产品及服务

让
“智慧养老”
助力
“老有所依”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记
者 23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民
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通
知，组织开展 2022 年智慧健康养
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工
作。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
旨在释放“科技+养老”效应，让“智
慧养老”
助力
“老有所依”。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智慧健
康养老相关产业发展。不久前，工
信部等五部门发布《数字化助力消
费品工业“三品”行动方案（2022—
2025 年）》，明确围绕健康、医疗、
养 老 等 大 力 发 展“ 互 联 网 + 消 费
品”。市场上，聚焦智慧健康养老
的创新同样活跃。天眼查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我国有 1800 余家智
慧健康养老相关企业。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
用科技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工信
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
开展 2022 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
服务推广目录申报。
申报范围有以健康管理类智
能产品、老年辅助器具类智能产品
等为代表的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以
及包括个性化健康管理等在内的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申报的产品
应在功能性、易用性、可靠性、安全
性等方面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 。
申报的服务应能精准对接老年人
健康和养老服务需求，深度整合线
上线下资源。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
政策主要方向是推动企业以数字
化研发设计促进产品更新，
以自主创
新创造引领消费升级，
不断满足消费
者多层次、
个性化、
高品质消费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