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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名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纪念章。

据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
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

章颁发给下述对象中符合条件的人员：
——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

士老同志。
——出国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的、健在的医务、铁

道、运输、翻译人员，参加停战谈判等工作的人员，民
兵、民工，新闻记者、作家、摄影等人员。

——1953 年 7 月停战后至 1958 年 10 月志愿军全部撤
离朝鲜期间，在朝鲜帮助恢复生产建设的、健在的人员。

2020年1月1日以后去世的，在此次发放范围之内。
此次人员统计采取组织统计和个人申报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以组织统计为主，个人申报作为补充。组织统
计不能覆盖且符合颁发条件的人员，可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前，填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纪念章个人申报表，由本人或授权代理人向其户籍
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申报材料，申报表
下载地址及各地区受理部门情况详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网站表彰奖励专栏 （www.mohrss.gov.cn）。审核确认
后，于2020年10月开始陆续发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将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我们这样抓“六保”我们这样抓“六保”

为菜价平稳
本报记者 方 敏

梅雨整整下了一周！
雨脚如麻，家住杭州余杭良渚街道的李明喜大妈也心乱

如麻：新闻里讲，城郊不少菜地被水淹了。这一下，菜价还
不打滚上涨？！

天一放晴，她拎上菜篮就往菜市场去探个虚实。
四季豆，4元一斤；油麦菜，2.3元一斤……转一圈，李大妈

的心放下了：和前段时间的菜价差不多嘛！
向熟识的摊贩细问端详，得到的情况让她心里更踏实

了：为了菜价平稳，政府下足了功夫，一方面组织菜农挖排
水沟、铺防水板……争取将地里的损失减到最低；另一方
面，积极从外地组织菜源。仅从兰州就购进了好几百吨高原
有机蔬菜，并且以平价销售。

挑好2斤小油菜、1斤猪肉后，李大妈心满意足朝市场大门
走去。身边，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又驶了过来。车上的菜水灵
灵的，透着新鲜。

为群众解困
田豆豆 江伟兵

6 月 28 日清晨，暴雨暂停。此时，湖北襄阳七里桥社
区，水位仍有1.2米高，200多户居民受困无法出行。

有人要去上班，有人要去买菜……这可如何是好。社区
党委书记郭付年果断下令：“打119！”

7点15分，汉江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山岳浩带领8名队员赶
到。“一小组，随我用橡皮艇转移群众；二小组，背送短程居民。”

一场水上大转移开始了。
“小伙子，皮艇什么时候回来，我要去医院打个针。”消

防员王云龙、赵华刚送走一只小艇，忽听3号楼有人呼喊。俩
人赶紧淌过积水来到楼梯间。

“多年老毛病，不打紧，我等一会儿吧。”闻知皮艇刚
走，李大爷通情达理。

“皮艇过来还得一会儿，打针可不能耽搁，我背您出去
吧。”说完，赵华蹲下身背起李大爷，王云龙帮忙提着袋子前
方探路。

3 个小时了。就这样，一趟趟来回，100 多位市民顺利
“上岸”。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9 周年的时
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出版
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生动记
录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体现了

“中国之治”日益走向成熟自信。
伟大实践，首先是对重大挑战的有

力应对。2020年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进入加速度，“全民战疫”展示
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令人信服
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们更加
认识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多么重
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是多么宝贵，织密织牢基层党组织是
多么关键，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坚
持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是多么不可或
缺，凝聚全民族共同的精神意志是多么
重要。“全民战疫”再次说明，我国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独特优势。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不管是来自自然界
的挑战，还是来自国际上的挑战，都要
求中国更好地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以人民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伟大实践，是党的近百年奋斗和新
中国成立七十多年实践积累。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国家制
度和治理体系的优势进行了全面总结，
是“中国制度”的加冕礼，它标志着从
苦难走向辉煌的中华民族更加自信，中
国的制度更加成型，不会再跟在西方后
面亦步亦趋。中国找到了自己成功的道
路，历经近百年风雨的中国共产党，正
是风华正茂。九千万党员，十四亿中国
人民，整个中华民族，都在和风华正茂
的中国共产党一起前进，将沿着这条道
路走向更光辉灿烂的明天，也将为人类
作出更大的贡献。

伟大实践，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科学认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敏锐地指出，资
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
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近年来，
许多西方思想家也从马克思主义中，寻
找拯救资本主义的方案，解决西方国家
自身存在的问题。世界上信仰马克思主
义、支持社会主义、认同中国道路的人
开始多了起来。习近平敏锐地认识到时
代变化，领导中国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这是 21 世纪对马
克思主义时代问题的回答，是对马克思
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不仅是中国的指导
思想，更具有世界意义。

伟大实践，彰显关键时刻推动时代前
进的历史自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
重重艰难险阻中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
的原因在于，她有着强烈的历史自信和历
史自觉，能够看清历史前进的方向，敢于
在关键时刻推动历史前进。中国将永远谦
虚谨慎，永远不称霸，但是我们任何时候
都不能妄自菲薄。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
献的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国共产党高高举起“中国之治”的旗帜，
体现了超越西方制度，主动塑造人类历史
进程的信心。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
运的中华民族，必然赢得光明的未来。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
副调研员）

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 江 宇

金沙江大峡谷深处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阿布洛哈村，6月30日开通了“金通工
程”乡村客运班线。阿布洛哈村三面环山、一面临崖。在全国具备条件通硬化路的建制村
中，该村最后一个通了公路。图为实现“车路双通”的阿布洛哈村。尹 钢摄 （人民视觉）

阿布洛哈村通车了阿布洛哈村通车了

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 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海
外华侨华人对此欢欣鼓舞、坚决支持。他们纷纷表
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和实施是人心所
向、大势所趋，对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确保香港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意义重大。

“香港将迎来变乱为治、重返正轨
的转机”

荷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表声明称，坚决拥
护和全力支持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这部
重要法律将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切
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维护宪法
和基本法所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保持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强
大制度保障，“香港将迎来变乱为治、重返正轨的转
机”。相信风雨过后，“一国”之本更加巩固，“两
制”之利更加彰显，香港发展的前景更为广阔，东
方之珠将会更加璀璨。

“我们一直期盼着这一天。乱港分裂势力和一些
外部势力屡屡突破底线，引发全球华侨华人的极大
愤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将有力维护香港特别行
政区宪制秩序、法治秩序，防范和遏制外来干涉。”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
桂雄表示，这部法律很好地体现了“一国”和“两
制”的统一、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
权的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障香港
市民合法权益的统一。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俊晓表示，香
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完全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
合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是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
系的重大举措，充分展示出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决心。“相信它的公布实施将有效遏
制乱港分裂势力的图谋，切实保护香港市民的合法
权益，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公布实施，将为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奠定坚实基础，我们都坚决支持和拥
护。”日本华文教育协会会长颜安说，保持香港繁荣
稳定是每一个海外华侨华人的心愿。

“为香港特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发
展保驾护航”

欧洲华侨华人青年联合总会发表声明称，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法及时出台，切实回应香港社会最大
多数的诉求与期盼，直击极为少数的分裂国家、颠
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
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行为，为国家安全构筑起
坚固的法律屏障，为香港社会繁荣稳定和广大市民
合法权益拉起法治保护网。我们坚决拥护和全力支
持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在这部重要法律构筑的坚
固安全屏障下，香港将重归安宁、再现荣景，蒙尘
的“东方之珠”必将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的时代洪
流，焕发崭新光彩。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公布实施是对坚持和完
善‘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安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的有力保障。”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加清
认为，一些西方政客大肆诋毁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海外华侨华人坚决反对这种粗暴干涉
中国内政的行为。相信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
有国家安全法律护航，香港一定会迎来更加璀璨的
明天。

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表示，在香港维护
国家安全面临严峻形势时，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
施，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必将有效防控国家安全风
险，有力打击反中乱港行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坚
信，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将为香港特区的
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保驾护航。”

缅甸侨领、优美木业董事长杨立贤说，香港维
护国家安全法的实施，将让暴乱分子不再逍遥法
外，并震慑那些受境外势力指使从事分裂国家活动
的人，保障香港特区长治久安，有利于创造更安全

稳定的社会秩序，更好的法治和营商环境，更好促
进香港经济发展。

“期待‘东方之珠’变得更加耀眼”

比利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表声明称，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法将有效遏制去年“修例风波”以来
的香港社会乱象、打击反中乱港分子的嚣张气焰，
有助于香港社会止暴制乱，有助于市民生活早日恢
复正常。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是民心
所向，大势所趋，也是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又
一个里程碑。我们对香港的未来充满希望。

“在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之际，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法公布实施的消息让俄罗斯侨界倍感振奋！”俄罗
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昊
说，作为享誉全球的“东方之珠”，香港是购物天堂
和旅游胜地。乱港分子的恶劣行径让每一位喜欢香
港的侨胞倍感痛心。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公布实
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是确保“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将推动“一国两制”事
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主任李新铸表示，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法堵上了国家安全法律漏洞，有利于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香港市民之福，获得广
泛支持。

巴西里约热内卢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林非
凡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公布实施是令人振
奋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法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方针，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维护国家
安全和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相信随着香港维护国
家安全法的实施，香港将重返正轨。我们期待‘东
方之珠’变得更加耀眼。”

（本报北京、布鲁塞尔、曼谷、里约热内卢、东
京、巴黎、仰光、莫斯科、约翰内斯堡、柏林7月2
日电 记者曲颂、王骁波、任彦、张朋辉、孙广
勇、吴杰、李晓骁、刘军国、李永群、李秉新、殷
新宇、万宇、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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