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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5 日应约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
穆罕默德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全力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紧要关头，王储殿下第一时
间公开支持中方抗疫努力，阿联酋政府
和人民多次向中方提供医疗物资帮助，
这充分体现了中阿风雨同舟的深厚友谊
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我
对此表示感谢和赞赏。

习近平强调，疫情发生以来，中方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首位，充分发挥制度优势，采取最全
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
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在我们不懈努
力下，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呈现积
极向好态势。中方完全有信心、有能
力、有把握战胜疫情。我们在全力以赴
抓好疫情防控，同时正在有序推进复工
复产，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不仅全力维护本国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而且为维护世界公共
卫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政府始
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
通报疫情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
强同国际社会合作。中方将继续采取切
实措施，保障包括阿联酋公民在内的各
国在华人员生活和身体健康，并愿同阿
方就疫情最新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分享
防治经验。

习近平强调，去年王储殿下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我同你达
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双边关系发展指
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中方愿同阿方
携手努力，不断增进政治互信，在共建

“一带一路”框架内深化能源、基础设施
建设、金融、投资、产能等各领域务实
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阿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在新时期得到更大发展。

穆罕默德代表阿联酋政府和人民对
中国人民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表示诚挚慰
问，对中方采取有力措施应对疫情表示
高度赞赏。穆罕默德表示，阿联酋是中
国的朋友和全面战略伙伴，坚定支持中
方抗疫并愿继续向中方提供帮助。相信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一
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阿联酋人民将同兄
弟的中国人民坚定站在一起，共克时艰。
阿方愿同中方一道，不断深化相互支持和
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5 日应约同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人民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重要关头，总理先生两次来

信表达慰问并同我通电话，体现了中埃
两国作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深厚情谊
和相互支持。埃方根据世卫组织建议同
中方保持正常联系和交往，展现了对中
方的信任，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习近平强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
中国政府当前头等大事。我们本着对中
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高度负责的态度，运用举国体制，采取
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
已经取得积极成效，疫情防控呈现良好
态势。疫情不会动摇中国长期稳定发展
的坚实基础。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
把握，不仅战胜疫情，而且把疫情影响
降到最低，实现既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习近平指出，2014 年，中国政府和
人民不畏艰险、率先驰援，为非洲国家
战胜埃博拉疫情作出积极贡献。这次非
洲国家和人民以各种方式支持中方抗疫
努力，生动诠释了中非患难与共、守望
相助的兄弟情谊。当前，非洲国家疫情
防控也面临不少挑战，中方愿向非洲国
家进一步提供急需的包括检测试剂在内
的医疗物资，加快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八大行动”中的卫生健康行
动，推进非洲疾控中心建设，加强中非
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合作。中方会像保
护自己孩子一样，全力为埃塞俄比亚等
各国在华留学生提供保障。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埃、中非友
好合作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愿同
总理先生和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一道，
推动中埃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
到新发展，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成果更多更好落地，切实造福中非人民。

阿比代表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对
中国人民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表示诚挚慰
问，对中方采取有力措施应对疫情表示
高度赞赏。阿比表示，中方坚持以人为
本，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首位，举全国之力应对疫情，既有效
防控疫情在中国蔓延，也为阻止疫情在
世界扩散作出重要贡献。国际社会对
习近平主席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强大领
导力和中国的行动力有目共睹，普遍表
示钦佩和赞赏。埃方为中方的表现感到
骄傲和自豪。埃方坚信在习近平主席英
明和坚强领导下，中方一定能早日战胜
疫情，并将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降到最低。中国是埃塞的亲密朋友和兄
弟，在埃塞有需要时，中国从未缺席。
如今中国遇到困难，埃塞人民也将同中
国人民站在一起，同舟共济。埃方高度
重视埃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愿同
中方一道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
系和非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
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各级党委要把

“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统筹抓好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把农业基础打得
更牢，把“三农”领域短板补得更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习近平强调，当前，要在严格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
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全力组织春耕生产，确保不误农
时，保障夏粮丰收。要加大粮食生产政策支持力度，保

障种粮基本收益，保持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稳定，主产
区要努力发挥优势，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
自给率，共同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要加强
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化等现代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并加快推广使用，增强
粮食生产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要做好重大病虫害和动
物疫病的防控，保障农业安全。要加快发展生猪生产，
切实解决面临的困难，确保实现恢复生产目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
指出，春耕在即，农时紧迫。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紧抓
实抓细春季农业生产。加强春耕备耕和越冬作物田间管
理，推动农资企业加快复工复产，打通农资供应、农机
作业、农民下田等堵点。落实和完善相关政策，稳定粮
食播种面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恢复双季稻，确保全年
粮食产量稳定。抓好蔬菜、畜禽等生产，畅通鲜活农产
品运输绿色通道，加快生猪补栏扩能，把加大扶持养殖
场户的政策落到位。加强重大动物疫病和病虫害防治。
统筹抓好脱贫攻坚、农民就业增收、农田水利建设等工
作，确保农业生产平稳发展，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25日在京召开。
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统筹抓好农村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迅速恢复
农业生产秩序，抓紧解决制约春耕生产的突出问题，稳定
春播面积，确保夏粮生产首战告捷。要清醒认识粮食生产
存在的风险隐患，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深入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生产设施现代化建设，
推进科技进步，强化生产支持保护。加快恢复生猪生产，保
障猪肉市场供应。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三农”应有贡献。

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
李克强作出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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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 5 次提到“信心”，2 次提到

“必胜”，12 次提到“风险”。既要坚定信
心，也要增强忧患意识！这是学习总书记
讲话的一个真切感受。

从疫情阶段来看，防控正处在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当此之时，必须高度警惕麻
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
态。就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总书记
要求，“找到管好每一个风险环节，决不
能留下任何死角和空白”。就北京疫情防
控，他要求守住入京通道第一道防线。就
精准复工复产，总书记将全国分为低风
险、中风险、高风险三类地区，分别施
策。成绩固然不错，对风险因素更要有底
线思维。

从干部素质来看，“增强忧患意识”是
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问题。他要求参加会议
的同志，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

内的重大风险，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
险。无论是庆祝建党 95 周年“七一”讲
话，2017 年“7·26”重要讲话，还是十九
大报告中，他都强调风险问题。2018 年 1
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他列举 8 个方面 16 个具体风
险，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
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去年
1月，他在聚焦“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的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
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
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

这场疫情，将一些领导干部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意识薄弱、能力不足暴露无遗。
论“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他们大
意。落实“政治职责”，他们乏力。湖北和
武汉前期防控工作存在严重问题，党中央
及时提出整改要求，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
委领导班子作出调整充实。不用讳言，疫
情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
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明
显短板。总书记要求，要抓紧补短板、堵
漏洞、强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这场疫情，也将风险意识这根必须时
刻紧绷的弦，更加直观呈现在国人面前。

对人民来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最基
本、最普遍的愿望。太平盛世并不是轻松
得来的，“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抵御风
险”4字，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里，也刻在
中华民族基因上。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
之所以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
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
火相传，正是因为有如履薄冰的谨慎，有
居安思危的忧患。

这场疫情，更是一堂深刻的风险意识
教育课。它教育我们，既要高度警惕“黑
天鹅”，也要防范“灰犀牛”；既要有防范
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

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
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
战略主动战。“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
于将来。”如何提高应对风险能力，对风险
进行科学预判和超前准备，增强临机处置
能力，化风险为机遇，化被动为主动？这
是所有干部的必答题。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从来没被压垮
过。我们愈挫愈勇，在磨难中成长、从磨
难中奋起。我们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必
能实现各项目标。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一堂深刻的风险教育课
■ 正 楷

这些天，王国田的手机几乎要
被打爆，他收到的还都是“洋信息”：

“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还有多少存货可以订购？”
终于，2 月 18 日，王国田向望

穿秋水的“客户群”发出了喜讯：
义乌国际商贸城，今天开业了！

王国田是商贸城里的一名普
通商户，主营对讲机、电话、小
音箱、手机配件等消费类电子产
品，客户主要来自南美、东南亚
和中东。

义乌停工这段时间，全世界
的零售业者都在“等米下锅”，
义乌的商户们也感到“压力山
大”。“‘客户就是上帝。’供不
上货，客户流失了可咋办？！”

就拿王国田经营的电子产品
来说，从18日开市以来，王国田
每天不是忙着接单、下单，就是
在停车场装货、卸货。虽然因为
疫情，商贸城里的客商少了，王
国田的订单量却没有大幅下降。
不少老客户都直接通过微信订
货，“每天至少都有几万件的订
单量。刚刚还有位南非的老客
户，预订了7万件电子产品。”

开市了！终于开市了！开市当
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蜂拥而至。

“这才是我熟悉的义乌，它
终于回来了！”一进市场，也门
商人福阿德就直奔自己熟悉的店
面。“伊朗的合作伙伴已经催了
我好几次，要我尽快采购一批生
日礼品。”福阿德看中了几款娃
娃，开始和店铺老板讨价还价；

黎巴嫩商人拜西尔一看到开市通
告 ， 就 立 马 提 交 了 健 康 申 请 ，

“我们国内许多商店都断货了，
手上积累的单子实在太多，都在
盼着义乌市场开业。”话还没说
完，拜西尔一只脚已经踩进了饰
品区；墨西哥商人韦罗妮卡，已经
在中国做了3年生意。为了参加开
市，她特地从香港飞回义乌……

每天新增的订单节节攀升，
王国田唯一发愁的就是发货。虽
然上游不少工厂已经开工，但出
货量还是跟不上。附近经营箱包
的陈丽秀也有着同样的烦恼，虽
然订单不停地接，但她的仓库已
快见底了。一位断货的印度客户

急得火烧眉毛，每天都在催问：
什么时候可以来中国拿货？

开业复工的节奏基本稳住
后，如何让产业链上下游尽快衔
接？这几天，义乌政府硬招不断：

对于 22 日前返乌的企业员
工，车票费用全额补贴；23日至
29 日返乌的员工，则减半补贴；
对初次来乌求职的人员，义乌市
还为他们提供三天免费食宿……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熟悉的义乌回来了！”
本报记者 顾 春 卢泽华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控疫情控疫情

2月18日，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中，市场经营户正在与客户交
易洽谈。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