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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十三届全国政协
第33次双周协商座谈会20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宣传教育和依法打击并重，推动形成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的思想自觉，创造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
围，切实维护好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广大政协委员要从我做起，自觉抵制滥食野生
动物行为，多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工作，为革除
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汇聚正能量。

1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围绕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从宣传教育、法治保障、部门协作、
公众参与等方面建言咨政。近 270 位委员在全国
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踊跃发表意见。大家认
为，近年来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动
物栖息环境显著改善、种群数量稳中有升、繁育
利用产业日趋规范。但受传统饮食习惯和猎奇、
炫富、滋补等错误认识影响，加上相关法律法规
和执法机制不健全，滥食野生动物现象依然广泛
存在，既破坏生态平衡，又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风
险，革除这一陋习刻不容缓。

委员们建议，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根本
在于转变思想观念，由被动禁止转为自觉遵守。

要广泛深入开展科普宣传，将爱护野生动物、维
护公共卫生安全纳入义务教育课程，将拒食野生
动物纳入健康中国行动，形成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的饮食文化和生活方式。要健全与全国人大常
委会有关决定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加强跨部门、
跨区域执法协作，实现野生动物捕猎、繁育、检
疫、经营、利用等全链条监管、全流程可追溯；
建立全国统一的公众举报平台，大幅提高违法行
为惩罚标准。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妥善处理自然资
源利用、维护生命健康以及生态平衡的关系，对全
面禁食、合理利用、产业发展进行分类指导，避免

“一刀切”和层层加码。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围绕“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协商议政 汪洋主持

一线抗疫一线抗疫

群英谱群英谱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内蒙古乌拉特后
旗蒙医医院院长格日勒图，带领全院员
工，发挥自有的“蒙医蒙药制剂工匠创新
工作室”特长，努力提升植物标本制作、
制剂能力，研制创新覆膜制作方法，研发
多种新特蒙药和蒙医艾灸治疗技术，实现
蒙草药种植技术新突破，为增进民族地区
人民身心健康做出了巨大努力。

专注于民族医药的地方特色，格日勒
图组织院药事管理委员会研究讨论，对蒙
医药优势专方、验方进行筛选，及时拿出
对预防流感、疫病等能起到积极作用的蒙
药制剂方案，包括口服制剂昂查奈日拉嘎
和沙参止咳汤，已经形成的配方额尔登7味
汤、呼和嘎日迪9味丸、义和哈日9味散等
内服、外熏、随身携带蒙成药。由制剂室
人员亲自熬制汤剂并免费提供给就诊患者
和医务人员。基于典籍以侧柏叶和黑云香
等制成烟熏药，外用制剂伊笋哈日丸，通
过特异气味对空气进行消毒。这些特殊药
物的特别味道，对患者也有独特的安慰作
用和疗效。

相关数据表明，蒙医药在早诊断、早
介入、早治疗，特别是在疾病恢复期的康
复治疗方面以及全程参与诊治是非常有效
的。据内蒙古卫健委透露，内蒙古按照国
家统一部署，充分发挥蒙中医药作用，在
新冠肺炎救治过程中参与治疗率达 98.7%，
为当地提升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提供了有
效措施。

3 月 19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指
挥部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医院院长孙德俊表示，目前，全区全
部确诊患者“清零”、医护人员“零感
染”。在此次新冠肺炎防治中，蒙医药成为
特色，蒙药小香囊也被援鄂医疗队带到了
湖北，赠送给方舱医院的出院患者和其他
省市医疗队员，提高人们的抗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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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雅典3月 21日电 （记
者于帅帅、李晓鹏） 一批中国政府
援助希腊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物资，21 日空运抵达雅典国际机
场。同机运抵的还有由中国企业和
社会各界向希腊捐赠的物资。这批
物资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
镜、手套等。

据新华社努尔苏丹3月 21日电

（记者任军） 中国建设银行20日通过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向阿斯塔纳
国际金融中心、哈卫生部下属萨姆鲁
克药业公司以及哈红新月会捐赠医疗
物资，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据介
绍，本次捐赠的医疗物资包括医用手
套、口罩和护目镜。这也是新冠肺炎
疫情在哈萨克斯坦发生以来，中国首
批移交给哈方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本报北京3月 22日电 （记者贺
勇） 记者从北京市药监局获悉，目前
有 10 家北京企业的 20 种新冠病毒检
测试剂盒产品获得欧盟 CE认证并出
口至亚洲、非洲、欧盟多国，订单突
破450万人份，这些产品正陆续发往
海外。此外，北京多家企业生产的X
射线摄影机、移动X射线摄影机、急
救呼吸机、有创无创一体呼吸机等医
疗器械产品也取得欧盟 CE认证，具

备进入国际市场资格。
为使这些医疗器械产品尽快在

国外上市并发挥作用，北京市药监
局开辟绿色通道，在 1 天之内即可
为企业出具出口销售证明，企业凭
出口销售证明办理国内出口清关和
进口国注册。此外，针对境外企业
委托北京企业生产且在境外上市的
医疗器械产品，做到了出口医疗器
械即时备案。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 程 炜

中国再向两国援助抗疫物资

北京450万份检测产品驰援海外北京450万份检测产品驰援海外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深情亲吻五星红旗

当地时间3月21日19时30分，中国援助塞尔维亚的6人专家医
疗队抵达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随着专机带
来的有中国政府紧急筹集的十几吨的呼吸机、口罩、试剂盒等防疫
物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卫生部长、国防部长等多位政府官员
在停机坪等候，武契奇与医疗队成员一一碰肘，表示热烈欢迎和由
衷感谢。

随后，武契奇在五星红旗上献上他深情一吻，以示在塞尔维亚
困难时期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与帮助的深深谢意，这一幕使得
现场很多人动容。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外媒：中国抗疫方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以色列 《国土报》 网站日前刊文称，现在回头看，中国似乎已
经成功控制住了疫情，或者至少大幅降低了感染率。近日，世界卫
生组织宣布中国境外的确诊人数超过中国境内确诊人数。中国不再
是疫情焦点。

文章称，仅仅一个月前西方政客在没完没了的表态中所表达的
那种对病毒在中国扩散的态度，现在看来是傲慢的。

文章指出，现在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抗疫方式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今日美国报》等美国报纸彻底改变了论调，现在发表
诸如《我们能从中国学到什么》之类的文章。

——来源：参考消息网
（本报编辑 韩维正、张一琪整理）

战 疫 最 前 沿

3月 20日，河
南省汝阳县前坪水
库下闸蓄水。该水
库是国家 172 项重
大水利工程建设项
目 之 一 ， 总 库 容
5.84亿立方米，被
誉为“千里淮河第
一坝”。

康红军摄
（人民视觉）

重庆市梁平区福禄镇乐园村里，新修的水泥公路蜿蜒至山区农家，
带动当地农民发展产业增收脱贫。图为进村公路。

高小华摄 （人民视觉）

脱贫公路 进村到户

“千里淮河第一坝”蓄水

生物安全是事关国家与人类生存发展
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从保
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
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
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
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
力。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
富和发展，完善丰富了国家安全总体布局体
系，有助于构建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政策、
路径和举措，确保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繁荣
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

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一般指国家有效应对生物因子
及相关风险因素影响、威胁和危害，维护
和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公共健康与生态
环境等安全与利益的状态和能力。生物安
全，通常包括新发突发传染病与应用生物
技术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资源和
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外来生物入侵、农
作物病虫害等安全内容。生物安全关乎人
民生命健康、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大局稳
定和国家安全，其重要性日益凸显，须高

度重视，切实提高国家生物安全的治理能
力和水平，为国家安全构筑坚固的屏障。

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
理体系。生物安全领域来源多、时空广、
频谱全，应对生物安全威胁，必须全盘考
虑，全域防御，构建全谱性生物安全防御
的支撑体系：一是国家生物安全组织指挥
体系，包括各级指挥管理机构、运行机
制、应急预案等；二是国家生物安全法律
法规体系与制度保障体系，包括生物安全
法、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及决策咨询制度、监测预警制度、
应急预演和救援制度、生物及其制品进出
口的安全风险防范与控制制度、生物安全
的国家报告制度等；三是国家生物安全风

险评估和防控体系，包括确定风险物质的
性质、来源、危害途径和危害程度，以及
各种重点目标防控和处置措施等；四是国
家生物安全风险应对策略优化体系，包括
事件发生、发展与成灾的态势分析，预测
预警措施与筛选优化等；五是国家生物安
全防御物资与装备研发及保障体系，包括
防控物资研制、关键技术平台和基础设施
建设等；六是国家生物安全信息网络体
系，包括重要目标区域信息网点和基础数
据库建设，以及应急处置与救援人员、可
调用物资装备等资源数据库。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坚
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合、科
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

卫生科研攻关能力建设。打通条块分割的
生物安全管理格局，在各级政府建立权威
的生物安全管理机构，建立多部门联合处
置的分工协调机制，实施统一领导、协调
和指挥。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完善
疫情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
制，及时有效捕获信息，及时采取应对举
措。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疫
情蔓延进入紧急状态后指挥、行动、保障
体系，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
急救治管理办法，平时准备好应急行动指
南，紧急情况下迅速启动。

不断提升国家生物安全国际话语权。
生物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世
界各国的共同合作、携手应对。要积极践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扩大生物安全领
域国际合作，建立各国间生物安全政策、
规划、法律法规及部门共享机制，加强生
物安全领域情报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交
流，积极为维护世界生物安全做出积极贡
献，努力架起生物安全的全球防线。积极
参加国际生物履约，高度重视并倡议国际
社会积极参与并履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
约》《国际卫生条例 （2005）》等生物安全
领域的国际规则，推动防扩散和风险管理
的目标，增强缔约国全面认真履约的政治
意愿，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守护全人
类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福祉。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家
安全学院教授）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3月 22
日电 （记者王守宝） 历时 10 小时飞
行，满载着来自中国抗疫物资的埃航
货运包机 22 日上午抵达埃塞俄比亚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国际机场，这是
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
会捐赠非洲的部分医疗物资，用于支
援非洲54国抗击疫情。

据悉，这批物资包括540万只口

罩、108 万套试剂盒、4 万套防护服
和6万个防护面罩，将平均分配给54
个非洲国家。

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利娅·塔德
塞在机场迎接时表示，这批捐赠物资
对埃塞俄比亚及整个非洲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有着重大意义。中国所做的一
切值得称赞，我们将继续与中国政府
紧密合作，学习中国抗疫经验。

一批中国援助物资运抵埃塞
支持非洲54国抗疫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3月20日电（记者潘莹） 记者从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日前召开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上了解到，新疆兵团去
年底已实现贫困团场全部摘帽、贫困连队全部退出、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

记者从新疆兵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了解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脱贫攻坚战已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在2019年底实现了贫困团场全部
摘帽、贫困连队全部退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兵团实现 16.1万名贫困人口脱贫，77个
贫困团场摘帽，贫困发生率由9.1%下降为零。其中，2019年，新疆
兵团减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6018人，35个贫困连队退出，4个贫困
团场摘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据新华社拉萨3月22日电（记者刘洪明） 记者日前从西藏自治
区财政厅获悉，西藏 90 家企业近日共获得 543 万元科技创新券资
助，同时还有38家科技创新服务机构获认定，将为已申领到科技创
新券的科技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提供创新服务。

据了解，创新券同一年可多次申领，科技型中小企业每年度申
领上限为10万元，创新创业团队每年度申领上限为5万元。

西藏90家企业获科创券资助

据新华社武汉3月22日电 （记者
李伟、王作葵） 湖北全省早稻播种面
积调整到 150 万亩，较上一年减少 50
万亩，全省中稻面积同比调整增加 80
万亩左右。湖北加强对春耕种子、化
肥、农药的生产调运和储备，目前全
省农用物资储备总体充足。

22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第 53 场新闻
发布会，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肖伏
清在会上介绍说，“截至3月21日，全
省县级以上农资备货累计总量：种子
7137 万 公 斤 ， 农 药 1.78 万 吨 ， 肥 料
49.5万吨。”

湖北春季农业生产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