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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2月 2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函中非合作论坛非
方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祝
贺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塞方一道履
行好论坛共同主席国职责，以庆祝论坛
成立20周年为契机，同非洲各国携手努
力，全面落实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推动中
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
展，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感谢萨勒在中国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之际来函慰
问，强调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
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完全有信心、有能力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此前，萨勒先后致函习近平主
席，祝贺中国春节和中非合作论坛成
立 20周年，并对中方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表示慰问和支持。

□新华社记者

“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
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
令行禁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为赢得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指明努力
方向、提供重要遵循。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压
实疫情防控责任，凝心聚力、众志成
城，汇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服务大局，集中力量打
好防控总体战

“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
协调、统一调度，全民总动员、全力抓防
控，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内蒙古通辽市委书记冯玉臻
说，2月 4日，通辽市首批 30人援助湖
北医疗队已赶赴疫情前线。

服从服务于全国大局，海南已组
织三批医护人员驰援湖北，计划分4批
向湖北捐赠价值 1000 万元共计 500

吨冬季蔬菜，并全力为重点疫区留琼
人员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全国公安机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集全警之力，
扎实抓好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
稳定各项措施的落实。

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公安机关侦
办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等刑事案件56起；辽宁、江
苏等地公安机关相继破获制假售假、
哄抬物价、诈骗等刑事案件26起，查扣
涉案口罩142万余只。

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亓延军
表示，北京公安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夯实筑牢社区防线，
有效维护定点医院、发热门诊等重点
部位医疗秩序、治安秩序，坚决防止公
共卫生风险向社会领域传导。

严防死守，毫不懈怠应
对新情况新问题

针对疫情由外源输入为主转向内
源扩散为主，黑龙江正在采取“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的联防联控策略。日前，
已有10余个督导组下到省内市县。

浙江温州人口近千万，疫情态势依

然严峻。“为了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
途径，防控措施必须不断升级，集中硬
隔离、居家硬管控等举措要坚决落
实。”温州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黄建平
说，接下来将迎来“三返”高峰期，需要
各方密切协同、精准施策、狠抓落实。

农村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也是难
点。连日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林
泉镇海子村全体党员干部日夜值守。

“加强疫情防控必须落实落细，习
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有很强的指导意
义，基层干部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
情防控第一线。”海子村村支书杨帆
说，加强农村疫情防控，必须要守好

“流动关口”，毫不懈怠地做好各项工
作，坚决不能让乡村成为疫情防控的

“盲区”。

主动担当作为，筑起基
层防控堡垒

日前，针对湖北省红十字会在捐
赠款物接收分配中的有关问题，湖北
省纪委监委调查核实并报湖北省委批
准，免去张钦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
职副会长职务，另有多人受到处分。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
程跟进、同步监督、现场督导，督促广
大党员干部认真履职，真正把救治和
防控措施落到实处。”带队在乡镇开展
监督检查工作的湖北咸宁咸安区纪委
书记、监委主任刘合权说，目前当地已
组建了4个督办组，全区所有纪检监察
干部都坚守在防控一线。

“疫情当前要敢担当，不能遇事不干
事。”在河南省辉县市大占城村党支部书
记李德平看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道出了老百姓对党员干部的期盼。

近日，李德平通过大喇叭喊话村
民、提醒做好疫情防控的“怒吼”视频，
在网上走红，被网友称作“硬核”喊话。

“职责所在，我要对 3000 多口人
负责，保大家安全。”李德平说。

从 1月 30日开始，成都天府新区
煎茶街道开始进行全覆盖排查。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刘洋说：“疫情当前，必须
绷紧责任这根弦，带领群众坚定不移把
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把防控措施
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坚决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据新华社北京2
月5日电 记者 周玮 黄玥 熊丰 刘懿
德 陈凯姿 闫睿 王俊禄 骆飞 梁建
强 董小红 翟濯）

新华社北京 2月 5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
寨首相洪森。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政府和人
民正在全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患难见真情。在这个特殊时
刻，柬埔寨人民同我们站在一起。西
哈莫尼国王和莫尼列太后专门向我们
表达慰问和支持，首相先生更是多次
力挺中方，今天又特意来华访问，体现
了牢不可破的中柬友谊和互信，诠释
了患难与共这一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核
心要义。中方对此深表赞赏。

习近平强调，中国党和政府本着对
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
采取了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目
前防控工作正在取得积极成效。中华
民族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中国
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我们将继续本着公开、透
明态度同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各国加强
合作，共同有效应对疫情，维护全球和

地区公共卫生安全。我们将像对待本
国公民一样照顾好柬埔寨在华公民，包
括留学生，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健康。

习近平强调，新的一年，中方愿同
柬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落实好中柬
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把中柬关系再
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洪森表示，我临时决定在此特殊
时候来华，就是为了展示柬埔寨政府
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的
大力支持。在中国困难的时候，柬埔
寨人民同中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
患难与共，共克时艰，是真正的“铁杆
朋友”。感谢中方为在华的柬埔寨公
民生活和健康给予的关心和保障，我
希望通过此访给他们增强信心。面对
疫情，有的国家采取了一些极端限制
措施，这并不可取，比疫情更可怕的是
恐慌本身。柬方将继续同中国开展正
常合作和交往，致力于同中方一道构
建柬中命运共同体。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坚持全国一盘棋 汇聚抗击疫情强大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凝聚力量鼓舞士气

习近平致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
祝贺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2月3日，气温回升，
宁陵县柳河镇农机专业户在
给小麦喷洒杀菌剂和除草
剂。⑨3 吕忠箱 摄

▲2月2日，卢氏县瓦窑沟乡高河
村村民张振和家人“宅”在自家的大棚
里搞生产。⑨3 聂金锋 摄

万众一心 加油干
人勤春来早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郜敏 王可

正是春耕的最佳时机，如何在防
控疫情的同时满足群众春耕物资需
求，正常开展春耕生产？

陈广全是太康县逊母口镇刘桥
村村民，经营着一家农资代销点。疫
情发生后，出于防控需要，他的门店
关门歇业，储存的110吨化肥无人问
津，开朗的他只有躲在家里抽“闷”
烟。

正当陈广全闷闷不乐的时候，刘
桥村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书记陈红
宽找到了他，让他加入临时党支部，
为群众点对点运送农资。“好的，我免
费送。”陈广全欣然点头。

谢述红是该镇谢营村的种粮大
户，去年被评为全镇的“高产状元”。
早在年前，谢述红就盘算着这个时节
如何给自己的 40亩小麦施肥，为夺
取今年的丰收打下基础。

疫情来袭，谢述红同样被“封堵”
在家，急得团团转。

“老谢，去桥头指挥部拉化肥和
农药。”敲门声落下，谢述红高兴得拉

着车子飞一般到指挥部。“太及时
了。”59岁的谢述红笑得合不拢嘴。

“我说老谢呀，有啥困难给支部
反映，我们替你解决。”谢营村疫情防
控临时党支部书记王伟叮嘱道。

“一定！一定！”谢述红拉起车子
一溜烟儿到地里施肥打药去了。

党建搭桥，战“疫”春耕两不误。
据了解，目前，逊母口镇39个行政村
均成立了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已经
吸纳166名群众加入，有统计群众需
求的，有联系供货商的，有分批下发
农资的，有监督群众分地块施肥、打
药的……已累计为3260户村民采购
春耕及生活物资5920次。

“我们把入党积极分子、志愿者
集中起来，成立临时党支部，补充各
村支部力量，实行党员联系群众、支
部联系单位的双联模式，由镇党委班
子成员兼任各村临时党支部书记，统
一指挥、统一调配、统一实施，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群众需求，达到疫
情防控不脱节、群众需求有保障的效
果，保障春耕顺利进行，给群众一颗
定心丸。”逊母口镇党委书记方新梅
介绍说。③6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崔鹏

2 月 4 日是农历立春，乍暖还
寒。温县黄庄镇卫村的村口设立着
党员义务防疫检测岗，而不远处的麦
田里，村民石素荣正在为麦田浇水。

石素荣是该村五组村民，农历新
年前和家人从成都返乡。他听从村
支书张有才的劝告，进行了两周居家
观察。趁着沁河放水，他这才戴着口
罩在自家地里忙活起来。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张有
才介绍，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小麦将陆
续进入返青期，正是加强春季田间管
理、搭好丰产架子的关键时期。目前，
在村委会有序组织下，该村近3000亩
小麦基本上都“喝”上了一遍水。

“疫情严峻，我们将抓好春耕作为
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事，科
学引导农民在保证防疫安全的前提下
开展田间生产，保证防疫春耕两不
误！”温县县委书记毛文明说。③4

党建搭桥 战“疫”春耕两不误

小麦将返青 正是浇水时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5日电 2月 5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切实
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和生活必
需品保供工作，确定支持疫情防控和
相关行业企业的财税金融政策。

会议指出，要压实地方属地责任，
全力抓好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
需品保供工作。对企业多生产的重点
医疗防控物资，全部由政府兜底采购收
储。要强化地方首责，全力保障“菜篮
子”产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要加强交
通运输保障。

会议决定，在前期针对疫情防控
已出台各方面措施的基础上，再推出
一批支持保供的财税金融政策。自 1

月 1日起暂采取以下措施：对防控重
点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购置设备
允许税前一次性扣除，全额退还这期
间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对运输防控
重点物资和提供公共交通、生活服
务、邮政快递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相
关防疫药品和医疗器械免收注册费，
加大对药品和疫苗研发的支持；免征
民航企业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会
议确定，用好专项再贷款政策，支持
银行向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
需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包
括小微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由
财政再给予一半的贴息，确保企业贷
款利率低于 1.6%。

国务院再出支持保供金融政策

保供企业贷款利率低于1.6%

（上接第一版）要落实行政复议体制改
革方案，优化行政复议资源配置，推进
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发挥行政复
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
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会议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向前推进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
进一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凝聚着我
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
障。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
积极作用，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能力，用法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
好发挥法治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引领、规
范、保障作用，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
伍，逐步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程序化、

规范化、法治化。要坚持顶层设计和法
治实践相结合，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
的体制机制，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提升
法治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效能。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法治意
识，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做制度执
行的表率。要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民法治
观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夯实依
法治国社会基础。要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法治建设，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
风尚和社会秩序。要加强国际法治领
域合作，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
系建设，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
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委员出
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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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党员战“疫”先锋岗 为辖区居民保驾护航
为了积极响应郑东新区党工委的

号召，让党旗在一线飘扬，让党组织在
一线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让每一位党
员佩戴党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接到
防疫任务的第一时间，郑东新区如意
湖办事处各社区党支部党员学雷锋志
愿服务队纷纷上阵，在 81个卡口点位
设立党员战“疫”先锋岗，由百余名党
员轮流把守，24小时不间断驻守点位
做好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他们的红
马甲和党徽成了这场疫情中最“红”的
风景线。

党员志愿者通过戴党徽、亮身份、
当先锋、作表率，主动请缨加入战“疫”
行列，毅然承担起了办事处防疫工作
任务。

绿城百合社区的居民党员积极参
与到社区摸排登记、防控宣传、清洁消
毒中，争当科学防疫的“红色宣传

员”。“我们是共产党员，在国家有需要
的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党员周义的
话语掷地有声，展现出新时代共产党
员的风采。

“我叫秦德良，36年党龄，愿做疫
情防控党员先锋突击队一员，我保证
做到召之即来、来之即战。”馨悦苑社
区党支部的秦德良和翟远智两位老党
员率先“披甲”上阵，认真参加社区医
生对其开展的全面培训，成为如意湖
辖区第一批冲锋上阵的居民党员，为
辖区居民树立榜样。

此外，如意湖辖区还有多名群众
向社区递交“请愿书”，家住绿城百合
公寓三期秋月苑小区、社区的“常驻志
愿者”、62 岁的居民马秀玲虽不是党
员，却坚持在社区认领防疫任务，加入
防疫战斗中。

在卡口值守的党员和居民志愿者

纷纷表示，一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坚
守岗位、听从指挥。面对疫情的关键
时刻，正是有了周义、秦德良、翟远智
和马秀玲这样的人，让办事处与居民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除了卡口执勤，各社区党支部还
通过微党课的形式，借助党员微信群
和居民三级微信平台，向大家转发最
新疫情信息和正规防护消毒措施，推
送《致全市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
党员的倡议书》，并广泛宣传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党员迎难而上、
无私奉献的精神，号召全体党员认真
学习、以身作则，在切实做好自身防护
和必要消毒的同时，利用微信、微博、
电话等渠道为家人、朋友做好疫情宣
传工作，不信谣、不传谣，不串门、不聚
会，尽可能通过语音、视频等方式联络

感情。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

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如意湖办事处
各社区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将继续发挥
自己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办事处战

“疫”先锋岗为堡垒，做好街头的“逆行
者”，扎实推进辖区疫情防控工作，为辖
区居民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郭雪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
势汹汹。面对疫情，近日，国网方城县
供电公司快速应对，联防联控，全力以
赴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该公司
领导要求各部门加强组织领导，落实
应对措施，进一步加强联防联控机制，
细化落实防控责任和措施，全力确保
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疫情防控工作
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

积极为疫情防治定点医院用电
保驾护航。在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后，
主动掌握全县疫情防治定点医院用
电需求，将其纳入重点用户进行管
理。对方城县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
所属变压器、配电箱、低压线路进行
特巡，对设备进行测温和负荷检测，
确保各医疗点电力可靠供应。为重

要场所提供可靠电力保障。组织党
员服务队对重点用户进行安全用电
隐患排查，提供 24小时服务热线，配
合用户做好隐患整改，切实保障超
市、菜市场等民众生活相关的重要场
所用电不受影响。合理安排电网运
行方式，强化供电服务应急能力。加
强电网运行管理，调整线路设备计划
检修时间，确保疫情期间全网正常供
电。组建 24 小时应急抢修队伍，执
行突发事件“零报告”制度，提升应急
处置能力。多举措保障线上用电、办
电。大力推广网上国网 APP、“国网
河南电力”微信公众号、微信、支付宝
等线上支付和办电渠道，让客户足不
出户，就可以办理各种用电业务。

（窦刚）

方城县供电公司
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