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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近期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传达提纲

一、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9 月 6 日，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谌贻琴主持召开会议，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要求，针对最新疫情形势，进

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对坚决

打赢贵阳疫情防控攻坚战、做好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

省委副书记、省长、领导小组组长李炳军讲话。省政协

主席刘晓凯参加，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领导小组

副组长时光辉在贵阳市分会场参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

会、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省市联动指挥部调度指挥有方，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

迅速行动，各市(州)积极支援，战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全力

投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正在有力

有序有效推进。当前，贵阳疫情防控攻坚战正处于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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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和最吃劲的阶段。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疫情

防控的复杂严峻形势，充分认识打好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的

极端重要性和极端紧迫性，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采取最坚决最果断最迅速

的举措，用最短时间、最小代价实现社会面清零，集中力量

坚决打赢贵阳疫情防控攻坚战，坚决阻断疫情扩散外溢，坚

决守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会议强调，要把扑灭贵阳疫情作为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坚决把疫情控制在贵阳市范围内，绝不允

许出现漏管脱管，坚决阻断疫情向其他市(州)和外省外溢，

尽快“围住、捞干、扑灭”本轮疫情。要高效有序组织核酸

筛查，精细组织检测，引导市民分批次、分时段、分楼栋有

序进行核酸采样，确保核酸信息采集平台安全稳定运行，积

极开展“核酸+抗原”检测筛查，加快检测进度，提高检测

效率，尽快把所有潜在感染者筛出来。要配齐配强转运力量，

一旦发现阳性病例要第一时间转运治疗，坚决防止交叉感

染。要充实流调专班，加强流调力量，提高流调质量，尽快

查清疫情源头、掌握接触链条，切实阻断病毒传播。要严格

落实静态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社会面人员流动，为尽快

控制住疫情创造良好条件。要细而又细、紧而又紧做好生活

医用物资调拨、供应、配送工作，一户不落地做好保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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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要一人不漏地做好鳏寡孤独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

活保障。要按照“保质保量、送到家门”的要求，进一步强

化统筹能力、组织能力和调度能力，畅通物流配送绿色通道，

解决好物资配送到户的“最后一公里”，满足人民群众基本

生活需求。要保障好群众的正常就医，给危重患者、孕产妇、

慢性病患者等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确保他们正常看

病就医不受影响。要做好外地滞留游客服务保障工作，在严

防疫情外溢的前提下，研究提出旅客离黔条件和管理流程。

要坚持内防与外防并举，坚决守牢“外防输入”防线，严把

入黔关口，优化航空、铁路、公路交通，对重点风险地区来

黔返黔人员，要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管控，实现全流程

闭环管理，绝不允许学校、企业、建筑工地、城中村、老城

区、养老院、福利机构、监所等场所出现破防。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强

化省市联动，形成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省领导要身先士卒、

示范带头，帮助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贵阳市要切实扛起主

体责任，坚决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强化社会面管控，做到极

端负责、分级负责、层层负责，对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

的干部坚决追责问责。要强化小区管理，社区干部要切实负

起责任来，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一线。省

有关部门要在医务人员、医用物资、生活物资保障等方面给

予贵阳市大力支持。要认真做好对基层干部、医务人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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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志愿者等抗疫

一线人员的关心激励和个人防护。要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

作，倾听群众心声，及时解决实际问题。舆论引导要更好稳

预期、暖人心，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

挺身而出、冲锋陷阵，真正进入战时状态、拿出战斗姿态，

以严明的纪律、顽强的作风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会议要求，要坚持全省一盘棋、合力保贵阳，各市(州)

要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守土有效，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重点项目建设要加班加点，

重点企业生产要开足马力，决战三季度、决胜全年度，千方

百计把疫情造成的缺口补上来，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真

正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市(州)，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在

主会场参加，各市(州)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分会场参加。

二、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

9 月 6 日下午，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召

开，传达贯彻 9 月 6 日上午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慕德贵，市委书记杨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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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尹恒斌传达 9 月 6 日

上午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并作工作

安排。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李三旗，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胡吉宏，市政协主席刘彤出席。市委副书记陈健

主持。市委常委，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慕德贵指出，自贵阳市此轮疫情爆发以来，安顺市闻令

而动，听令而行，主动担当，疫情防控工作抓得早、抓得实、

抓得到位。安顺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

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按照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会议的安排部署，立足“外防输入、内抓管理”的要

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慕德贵强调，要进一步着力工作重点弱点抓早抓落实，

严防疫情多点爆发。要强化工作措施，坚决做好“外防输入”

的工作；要强化社会面管控，管细管严确保不留死角；要强

化专项能力建设，高效有序组织核酸筛查，加快方舱医院和

定点救治医院建设，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强化物资准

备工作，按照全省一盘棋，合力保贵阳的要求，做好更大力

度支援贵阳的准备。要切实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

导，发挥好各级党委的核心作用，发挥好办事处、乡镇、社

区、村的基础作用，发挥好医疗卫生队伍、政法队伍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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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发挥好宣传网信正确舆论导向作用，集中力量抓好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杨昌鹏强调，要清醒认识严峻形势，坚决扛起疫情防控

重大政治责任，把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中央、省、市工

作要求上来，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时刻紧绷疫情

防控这根弦，坚决压紧压实“四方责任”，确保全市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以最严最实的措施守好入安关

口、管控重点人员、抓好风险人员监测和重点场所防控，坚

决织牢“外防输入”防线。要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

加强宣传引导，强化督查问责，凝聚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的强

大合力。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按照“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努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尹恒斌要求，要紧盯重点环节，确保各项疫情防控举措

落地落实。要持续抓好来返安人员排查管控和入安通道管

理，真正做到“外防输入”再从严。要严格重点场所管理，

强化场所码的申领和使用，突出强化学校、医院、景区管理，

强化隔离场所规范管理，真正做到重点场所再严控。要落实

属地责任和各专项组责任，真正做到防疫责任再夯实，扎实

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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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环境。

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成刚通报 9 月 4 日督查

暗访情况。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到县（区）、乡镇（街道）

新型社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三、省教育厅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

9 月 6 日晚，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邹联克主持召开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议，对做好当前全

省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省教育厅班子成员、在

职厅级干部，二级巡视员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 9月 6日上午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会议，特别是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谌贻琴，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重要讲话精神和 9 月 6 日下午贵阳

市疫情防控现场处置省市联动指挥部调度会议和省委副书

记、省委政法委书记时光辉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近期省教

育厅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邹联克指出，当前，贵阳疫情防控攻坚战正处于最关键

的时期和最吃劲的阶段，全厅上下要清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

的复杂严峻形势，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担当作为，

积极工作。邹联克要求，一是准确把握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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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实质。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就是要突出“快”，

以快打快、以快制快，快速反应、快速应对、快速处置；要

突出“重”，按照将风险隐患阻隔在“小院高墙”内和尽快

“围住、捞干、扑灭”疫情的要求，采取最坚决最果断最迅

速最有效的举措，坚决阻断疫情扩散外溢，坚决守住来之不

易的疫情防控成果；要突出“严”，坚决遵守和执行“校园

疫情防控严于社会”的原则和要求，守住校园安全底线；要

突出“静”，就是要严格落实临时静态管理的要求，迅速“静”

下来，全面阻断疫情传播渠道。二是强化系统思维，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事业发展。按照“工作不能断、任务不能停”

的要求，全面统筹疫情防控与事业发展的关系，督促和指导

目前没有疫情的地方，加快相关工作推进力度；有疫情的地

方在家办公的，要把居家和办公要统筹起来。省教育厅在前

线的干部做好一线抗疫工作，居家办公的同志按照“七大提

升工程”“4331”工作部署，科学有序谋划推进本处室（单

位）重点工作和相关日常工作，确保重点工作不因居家办公

而受影响，一般工作不因静态管理而长期推迟。三是细致做

好工作安排调度，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全厅干部职工，

尤其是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扛起责任、挺身而出、

迎难而上、冲锋在前，在疫情防控斗争考验中比能力、比作

风、比贡献。省教育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6 个工作组要形成合力高效运行，做好每日疫情防控工作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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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编发，认真落实近期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

作中作风建设的监督建议》等文件精神，扎实抓好今年第三

季度各项工作，系统谋划全省教育系统中秋国庆放假事宜，

以扎实过硬的作风、担当奉献的精神、连续作战的状态，真

正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会上，与会厅领导就分管领域工作作了通报，提出了工

作思考和建议。

会议以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教育厅设主会场在 8

楼会议室。省教育厅有关处室（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

场或线上参加会议。

进入战时状态、拿出战斗姿态

贵州教育人，共赴一场同舟共济的硬仗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有关部署要求，切

实加强对干部职工在临时静态管理期间居家办公的关心关

爱，确保重点工作不因居家办公而受影响，一般工作不因静

态管理而长期推迟，有力保障全省教育事业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9 月 6 日晚，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邹联克主持召开会议，提出明确要求，希望全省教育系

统干部职工“做文明好公民、做优秀好职工、做模范好干部”。

做文明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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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部署要求。

领会精神才能把准方向，吃透政策才能抓好落实。理解“四

字诀”：“快、重、严、静”。

快，突出以快打快、以快制快，快速反应、快速应对、

快速处置；

重，按照将风险隐患阻隔在“小院高墙”内和尽快“围

住、捞干、扑灭”疫情的要求，采取最坚决最果断最迅速的

举措，坚决阻断疫情扩散外溢，坚决打赢贵阳疫情防控攻坚

战；

严，要坚决遵守和执行“校园疫情防控严于社会”的原

则和要求；

静，要严格落实临时静态管理的要求，迅速“静”下来，

全面阻断疫情传播渠道，第一时间消除风险，尽快恢复安全

正常有序生活。

“四字诀”是工作要求，是科学研判的必须之举；更需

要全体教育人的参与。“静”下来的城市和校园，正积蓄着

更好更快“动”起来的不竭动力，“静下来”是为了更快地

动起来。

“城市突遇‘大考’，每个市民都是答卷人”。全省教育

系统干部职工要进一步提高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共同发力、

同频共振、形成合力；闻令而“止”、以“静”制“动”。

做优秀好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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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牢记身份、谨记职责，居家办公，“形”是居家，“重”

在办公。“工作不能断、任务不能停”。隔离不停工、居家不

掉线、防疫办公两不误，切实做到“人居家、心在岗、事落

实”，不能出现“手机一关、不闻窗外事，大门一闭、只做

居家人”。不能就此躺平，过上“两眼一闭一睁就是一天”

的生活。

要抢抓被动居家的机遇，与父母感恩陪伴，与爱人休戚

与共，与孩子心手相牵，进一步增进与家人之间的感情，守

得心静，以心育心，且待花开，这也是为以后能够更好做好

工作打牢家庭基础。

要利用短暂居家时间，多与家人沟通，聊一聊在工作上

和学习上存在的困惑，彼此说说心里话，相互沟通内心想法，

共同经营好小家；要与家人同乐，一起探讨美食、分担家务，

一起锻炼，一起阅读等等。

美的教育就在身边，这就是我们追寻和探索的美的教育

理念的日常体现，让我们一起追寻和践行美的教育，争做美

的教育人。

做模范好干部

大事难事见初心，关键时刻显担当。教育系统干部职工

尤其是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扛起责任、挺身而出、

迎难而上、冲锋在前，尽己所能共同筑牢疫情防控“红色防

线”，尽心竭力守护身边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2—

结合单位、小区实际，在属地党委、政府的管理要求下，

充分把党员干部动员起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关心关爱身边群众、困难群众和受影响的群众，

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提供帮助，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优势，把疫情

防控一线作为践行初心的考场，把引导好、宣传好、动员好

群众作为担当使命的考题，带头冲在一线、干在一线，在疫

情防控斗争考验中比能力、比作风、比贡献，以扎实过硬的

作风、担当奉献的精神、连续作战的状态，与干部群众共克

时艰、守护家园，凝聚防疫强大合力，让党旗在防控第一线

高高飘扬。

这是一场与病毒的殊死较量，也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攻坚

战；这是一场同舟共济的硬仗，也是一次践行初心使命的担

当。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

正确带领下，在属地党委、政府的全力防控下，在全省人民

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

攻坚战，迎来“疫”散花开。

四、 全省各市（州）教育局长会议精神

9 月 6 日上午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召开会

议，当天下午，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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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长邹联克主持召开全省各市（州）教育局长会议，安排部

署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重要决策部署，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谋划在前、指挥在

前、落实在前，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全力维护

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委教育工委

委员、副厅长黄健、周进同志出席会议。

邹联克指出，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最为关键的阶段，全

省教育系统要坚决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

态清零”总方针，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四早”要求，

摸情况、梳问题、找措施、抓落实。一是统一思想认识。当

前疫情形势复杂严峻，全省教育系统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省

委省政府对本轮疫情形势的研判上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

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快”字为先，突出以快打快、以快制

快；坚持“重”字为要，把学校疫情防控、安全稳定工作作

为重中之重；坚持“严”字当头，学校疫情防控严于社会，

守住校园安全底线；坚持“静”字为本，减少人员流动，全

面阻断疫情传播渠道。二是统筹工作谋划。全省教育系统要

真抓实干形成合力，全面统筹准确把握疫情防控与安全稳定

的关系、事业发展的关系、风险研判的关系和属地管理的关

系，一体思考、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三是统揽系统行动。

各地教育部门要融入属地防控工作大局，统揽好省、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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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一体落实，统揽好大中小学、公办与民办学校，统揽

好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统揽好教育系统的共同责任，

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力以

赴在最短时间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会上，黄健同志结合分管领域从密切关注疫情形势、强

化疫情监测预警、规范做好应急处置和抢抓应急处置黄金时

间作了工作安排。周进同志结合基础教育和安全稳定工作实

际，从充分认识基础教育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的特殊

性、重要性、紧迫性和严峻性，坚决打赢安全稳定和疫情防

控攻坚战以及下步工作建议作了工作安排。各市（州）教育

局主要负责同志结合当前疫情形势，汇报了当地工作开展情

况和下步工作思路。

会议以腾讯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主会场设在省教育厅 8

楼会议室。厅有关处室（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五、全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紧急视频调度会议精神

9 月 7 日，全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紧急视频调度会

议在我局三楼视频会议室召开，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彭

洪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教育局副县级领导干部、市直各学校

校长、安顺学院、安顺职院、安顺电大分管负责同志、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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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各科室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及全省校园疫情防

控会议精神。

彭洪指出，当前全省疫情防控及安全稳定形势严峻，各

地各校务必要认清疫情防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切实增

强疫情防控的政治责任，落实好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任务，

守好安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彭洪强调，各地各校要通过

密切关注疫情形势、强化疫情监测预警、严把校门入口关、

加强重点场所疫情防控、规范做好应急处置、抢抓应急处置

黄金时间等，抓牢校园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彭洪要求，各地各校要迅速组织开展全覆盖检查；坚持

问题导向，督促问题整改；压实责任，严肃追责问责。要严

格落实此次会议精神，按照省、市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和结果导向，高质量完成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共同努

力构筑防疫反扑的铁壁铜墙，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为安

顺教育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各县区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科室负责人和贵州民航职

院在分会场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