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2021年6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王萌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 天下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10日发布

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浙江温州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及其关联阳性病例

记者 10 日从温州市相关部
门获悉，温州市 6 月 9 日发现 1
例新冠肺炎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后经流调及核酸检测工作发现
两例阳性病例（1 例为境外输入
性病例，是9日确诊患者的丈夫
李某一，共同从意大利回国；另1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是与9日确
诊患者共同居住的儿子李某
二）。

疫情发生后，温州市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平阳县、瑞安市立
即开展流调、人员管控、核酸检
测等工作，对患者所住小区实行
封闭式管理。截至6月10日14
时，已排查密切接触者 242 人，
次密接 829 人，全部落实管控。
完成核酸检测采样72791人，已
出 检 测 结 果 14554 份 ，其 中
14552 份为阴性，2 份阳性（1 例
为境外输入性病例，是确诊患者
丈夫李某一，共同从意大利回
国，另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是患
者共同居住的儿子李某二）。所
有涉疫场所均落实有效消毒。

下一步，温州市将严格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加快流调溯源和核酸检
测，严密落实密接和次密接人员
闭环管理，对患者开展全力救
助，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

据新华社

广州本轮疫情
首例确诊病例出院

在广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陈斌通报，10日广州有2名确
诊患者出院，2 名无症状感染者
解除医学隔离观察。

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广州
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雷春亮介
绍，这4名患者包括3名女性和1
名男性，分别是：75 岁的本轮疫
情首例确诊病例郭某（女），于 5
月 21 日入院；58 岁的确诊病例
何某（女），于5月31日入院。另
外 2 人为 47 岁的无症状感染者
陈某（女）和42岁的无症状感染
者周某（男），分别于5月29日、6
月1日入院。

医院方面介绍，这 4 名患者
间隔24小时连续两次鼻拭子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且本
人自感已无任何不适。他们将
继续进行集中隔离，确认无任何
问题后再回家。

对于4名患者在较短时间内
康复，雷春亮表示，首先是4名患
者的病情比较轻，其次治疗方案
对症，效果较好。

目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
八医院针对新冠患者采取“一患
一档一策”的治疗策略，根据基
础病、个人体质等实际情况精准
施治，从病程早期就开始医疗干
预，防止重症化。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
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10日发布，支持鼓
励浙江先行探索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
期盼。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朝着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

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
大历史性成就，为新发展阶段
推 动 共 同 富 裕 奠 定 坚 实 基
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
共同富裕作出重要部署，提出
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 得 更 为 明 显 的 实 质 性 进
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把促
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向着这个目标
更加积极有为地努力，让人民
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

裕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
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发
展质量效益有待提高，居民生
活品质还需改善，精神文明和
生态文明建设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
础和条件也不尽相同。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艰
巨而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现
实任务，迫切需要选取部分条
件相对具备的地区先行示范。

通过改革在浙江率先形
成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
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
系，能够为全国其他地方促进
共同富裕探索路径、积累经
验、提供示范。

《意见》中提到的发展目
标为：到2025年，浙江省推动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
2035 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
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
富裕。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
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意见》10 日发布。
为什么选择浙江？有何重大意
义？记者10日采访了国家发展
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兼具基础和优势、空间与潜力

问：为什么选取浙江省作
为共同富裕示范区？

答：首先，浙江省情具备开展
示范区建设的代表性。浙江面
积、人口具有一定规模，有“七山
一水二分田”，有 2 个副省级城
市、9个地级市和53个县（市），既
有城市也有农村，农村户籍人口
占一半。其次，浙江具备开展示
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一是
富裕程度较高。二是发展均衡
性较好。三是改革创新意识较
为浓烈。最后，浙江开展示范区
建设的空间和潜力较大。浙江
在优化支撑共同富裕的经济结
构，完善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
体制机制，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有
效路径方面还有较大探索空间。

有哪些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问：在新发展阶段，支持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有哪些意义？

答：第一，有利于通过实践
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思想内
涵。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
将为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共同
富裕的思想内涵提供丰富理论
素材和生动实践例证。

第二，有利于探索破解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
径。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
针对性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
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将为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探索出一条成功路径。

第三，有利于为全国推动
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通过
开展示范区建设，及时形成可
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能为其
他地区分梯次推进、逐步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示范。

第四，有利于打造新时代
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浙江多
年 来 一 以 贯 之 践 行“ 八 八 战
略”，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在市
场经济、现代法治、富民惠民、
绿色发展等方面成果显著。通
过打造共同富裕区域性示范，
将助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
展优势，形成为全球治理贡献
中国智慧的重要窗口。

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

问：如何谋划部署示范区
建设？

答：一是从目标导向出发，
全方位聚焦以人为核心的共同
富裕，重点从人的物质生活、精
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
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谋划部
署。在普遍提高人民物质生活
水平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先行
示范，打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传承中华优秀文
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江南特
色的文化强省，大力提高国民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
现人民精神生活丰富、社会文
明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是从问题导向出发，瞄
准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最薄弱
环节，提出着力缩小城乡区域
发展和不同群体间收入分配差
距的重点政策举措。要完善先
富带后富的激励帮扶机制和制
度设计，更加注重向农村、基
层、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
难群众倾斜。持续推进城乡融
合、陆海统筹、山海互济，率先
探索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
路径。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
入，补齐民生短板，兜住民生底
线，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基
础上实现人人享有。

三是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持续推动共同富裕体制机
制创新。要一如既往地向改革
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着力破
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
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
革开放举措，率先在推动共同
富裕方面实现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

据新华社

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探索路径
——就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访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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