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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3月13日致电卡特里娜·萨克拉罗
普卢，祝贺她就任希腊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希腊
是守望相助、互利共赢和文明互鉴的好
朋友。去年底，我成功对希腊进行国事
访问，我对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满意，对中希合作
前景充满信心。我高度重视中希关系发
展，愿同萨克拉罗普卢总统建立良好的
工作关系，共同推动中希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取得新进展。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了《党委 （党组）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
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
效。同时要看到，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
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

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全党必须保持战略定
力，发扬斗争精神，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一
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通知强调，制定出台 《规定》，是党中央健
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
部门要切实抓好《规定》的学习贯彻，增强“两个维
护”的政治自觉，强化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
责的政治担当，扭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抓住党
委（党组）这个关键主体，不折不扣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责任，不断提高履职尽责本领，努力提高战胜
各种风险挑战能力，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知要求，执行《规定》中的重要情况和建
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规定》 分总则、责任内容、责任落实、监
督追责、附则等五章，共25条。

全文见海外网：http://news.haiwainet.cn/n/
2020/0313/c3541083-31742012.html

群众身边最温暖的“一抹红”

“每个党小组轮流来，我是书记我先
上。”日前，湖北黄冈市高新区御澜岸小区
门口，佩戴党徽、套着红袖标的王永平对
正在值守的工作人员说。年近花甲的王永
平有 40年党龄，现在，快退休的他多了个
职务——御澜岸小区临时党支部书记。

2月初，御澜岸小区确诊新冠肺炎病例3
例，小区进入封闭状态。防控力量不够、居民
生活物资欠缺，怎么办？小区随即成立临时
党支部，号召广大党员冲在一线、扛起责任。

社区党员纷纷“请战”。很快，56名党
员都领到了任务，每名党员负责一个单
元。“排查测温、卡口值勤、代购物资……
这些党员从早忙到晚，我们有啥需求，说
一声就行了。”小区居民华贞说。

大事难事看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各地强化党建引
领，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
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

“有困难，找支部！”“有困难，找党
员！”这是群众在疫情中挂在嘴边的话。为
抗击疫情，安徽滁州市启动在职党员“双
报到双服务”机制，730余个机关企事业单
位党组织，配合社区共同开展疫情防控；
江苏东海县发挥党员志愿者的力量，党员
志愿者每天与村干部一起入户走访摸排、
病毒消杀；浙江杭州市钱塘新区将党旗插
进楼道，一名党员对接一户家庭，解决隔
离居民的后顾之忧……

从成立临时党组织到组建党员突击
队，再到发挥党员志愿者的作用，在城

市、在农村，都有广大党员忙碌的身影，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成了群众身边最温暖的“一抹红”。

疫情防控、救治病人，医院就是前
线，病房就是战场。广大党员和医务工作
者临危不惧，与死神较量，用生命守护生命。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医护工作者，
冲到一线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使命……”2
月 1 日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与急危
重症科主管护师钟伯玲与丈夫的结婚十周
年纪念日，这一天他们本应在一起庆祝。然
而，她却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直到当晚 11
点值班结束后，脱下已经湿透的防护服的钟
伯玲才拿起手机，对丈夫写下上面这段话。

这样的党员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在亲
人和群众之间、小家和大家之间，毅然选
择后者，用行动诠释入党誓言，擦亮了共
产党人的金字招牌。

复工复产中最牢固的“红色支撑”

“多亏你们，我们小企业也买到了紧缺
的防疫物资。”这几天，浙江宁波市北仑区
大港社区一家模具企业的负责人悬着的心
总算放了下来。买到防疫物资，得益于辖
区党组织的及时帮忙。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北仑区推出工业社区党组织服务企业复工
复产“锋领十条”，即配备一名锋领企服
员、组建一支复工党员志愿服务队等 10项
工作指南，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

如何在疫情期间安全复工复产？各地
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为企业安全运转
竖起了牢固的“红色支撑”。

强 化 顶 层 设 计 ， 及 时 出 台 指 导 性
意见——

近日，福建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要
求落实领导干部挂钩机制、推动涉企部门
党组织靠前服务保障等，做到疫情隐患必
纠、复工复产困难必帮；吉林长春市出台

“助力非公企业复工复产的十五项措施”，
要求非公企业党组织构建防控体系，引领
复工复产；安徽池州市委组织部印发“十
项措施”，实施党员干部“红色代办队”，
审批服务“绿色快道”等举措，受到复工
复产企业欢迎……

党员干部沉到企业一线指导，解决具
体难题——

“报告队长，今天在检查凯嘉公司复工
复产情况时发现，4个公司的人员共住一栋
楼，安全隐患大。”2月14日，重庆渝北区
委组织部派驻凯嘉公司的党员突击队队员
谭苏格汇报发现的问题。了解情况后，队
长召集 4 家企业负责人到宿舍楼下开院坝
会，现场制定宿舍临时管理规约，消除安
全隐患。

当前，渝北区成立了 590 支党员突击
队，1.5万余名党员活跃在复工复产、疫情
排查一线。

脱贫攻坚中的“红色突击队”

林外声声啼布谷，青郊应及试春耕。
眼下，正值农民春耕春播时节。

春耕春播不仅关系粮食生产和安全，
也是不少贫困地区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当前，广大农村
地区党组织瞄准群众需求，解决农民生产

物资不足、扶贫企业资金短缺等难题，成
为脱贫攻坚中的“红色突击队”。

“老李，先测个体温！”重庆市巴南区塘湾
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队长冉允财站在田
坎边，朝正要下田干活的贫困户李宗港说。

李宗港去年入股村集体企业分红万余
元，一下子成了贫困户脱贫的榜样，致富
积极性也高了。

近日，巴南区发挥驻村工作队作用，
协调组织 4000 余名党员干部到田间地头，
为贫困户运送化肥 80 多车，种子 45 万公
斤，并联系相关单位进行远程技术指导，
确保防疫、春耕“两不误”。

位于湖北西南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是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为帮助农民
春耕生产，恩施要求党组织和驻村“尖刀
班”“点对点”为农户配送生产资料。

“余飞，这是你要的 5 包磷肥、5 包碳
铵和除草剂。” 2 月 19 日一大早，恩施市
舞阳坝街道办事处金子坝村负责农村片区
的网格员贺雷来到余飞家。

“太好了，今年的收成差不了。”领到
物资，去年刚脱贫的余飞笑得合不拢嘴。

题图：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人民医
院，护士党员戴党徽宣誓投身战“疫”一
线。 黄春涛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王子铭、张
云龙）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3日发表 《2019年美国
侵犯人权报告》，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
露。（全文见第四版、第五版）

报告分为序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名无
实、经济和社会权利缺乏基本保障、少数族裔饱
受欺凌排斥、妇女面临严重歧视与暴力、弱势群
体处境艰难、移民遭受非人道对待、肆意践踏他
国人权，全文约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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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

只因有了
这批人……

本报记者 孟祥夫

只因有了只因有了
这批人……

本报记者 孟祥夫

终于，我们迎来了方舱医院一个个休舱！

终于，田畴上再现耕牛耘田、车间里再响隆隆

机声……

3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

传来好消息，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

这一切，与广大党员干部的冲锋陷阵分不开。

现在的西藏孩子可能无法想象，1959年
民主改革前，“上学”对绝大多数西藏人是一
种奢望。居住在82.82平方公里城区的拉萨
人是否知道，60年前的拉萨城区面积不足 3
平方公里？经过60年的建设与发展，位于地
球“第三级”的西藏高原早已换了人间！

“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在西藏深入人
心。1980 年至今，党中央连续召开六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1994 年建立全国对口支援
西藏发展的机制，从资金项目、人才技
术、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对西藏发展提供
了大量支持。西藏国民生产总值从 2008年
的 395 亿元，持续增长到 2019 年的 1698 亿
元，增速持续数年居于全国前三。

2019年，西藏 74个县区全部实现了脱
贫摘帽，59 万西藏贫困人口实现了“两不
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2008 年以来，
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在两位
数增长，到 2019 年达到 12951 元，增速居
全国第一，加速向全面小康迈进。

2019 年西藏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与

民生相关项目支出占64.6%。所有行政村通
路、通电、通邮，无线上网已进入寻常百
姓家。农家的家用电器配置与城镇家庭几
乎在同步更新。便捷的交通与通讯让西藏
从来没有这么近地与全国、与世界紧密相
连。旅游成为西藏人民新的休闲方式。

教育投入成倍增长，2019 年西藏财政
教育投入达到 272亿元，占西藏国民生产总
值的 16%。西藏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行 15
年义务教育和免费“三包”政策，即农牧区和
城镇低保家庭的孩子从学前两年到高中阶
段“吃、住、学习费用”完全免费。师范及农
牧林水地矿类相关专业学生免费就读高校
的政策推动了西藏急需人才的培育。

藏族优秀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双语
教学、双语法规文件、双语读物等在西藏
得以普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藏语言文字在
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国家和自治区
先后投入资金50多亿元，对55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和616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
位进行保护和建设。藏戏、格萨尔和藏医
药浴法等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787 处宗教场所遍布城乡，不同宗教
和谐共生，宗教活动正常有序。活佛转世
制度作为藏传佛教特有的信仰和传承方式，
得到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的尊重。
截至 2018 年，已有 91 位新转世活佛按宗教

仪轨和历史定制得到批准认定。通过政府
财政补贴，寺庙实现通水、通路、通电，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全面改善。西藏全部僧尼
纳入社保体系，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
活保障消除了4.6万僧尼的后顾之忧。

人均预期寿命从 60 年前的 35.5 岁延长
到如今的 70.6 岁，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
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人口达到 343.82
万，其中藏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 91%以
上。目前，所有农牧民都参加了医保，应
保尽保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弱势群体筑起了
坚固的保护网。

可持续发展水平显著提升。2008 年，
国家决定将西藏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仅 2019 年，西藏就累计投入
117亿元来开展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与修复
工作。如今，西藏是全中国空气最纯净的
地方，水环境最佳的地方，也是生态保护
区占地面积最大的地方。西藏这座亚洲水
塔得到了最好的呵护，成为世界重要的旅
游目的地。

一幅新时代西藏发展新画卷，正在雪
域高原徐徐铺展。未来的西藏，人民将更
富足，生活将更安宁，环境将更优美。祝
福西藏！

（作者格桑卓玛，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社会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杨涛，为中
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副研究员）

一幅新时代西藏发展新画卷
■ 格桑卓玛 杨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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