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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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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
出重要指示表示，得知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乡亲们生
活有了明显改善，我感到很高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近年来，多个少数民族先后实现整
族脱贫，这是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希望乡亲

们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再接再
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习近平强调，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
的关键时期，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信心、真抓实
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实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集中力量

啃下脱贫硬骨头，多措并举巩固成果，确保高质量
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

毛南族是我国 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广西壮族自
治区环江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全国唯一
的毛南族自治县，全县有毛南族 6.45 万人，占全国毛南

族总人口的约 70%。2019 年底，环江县贫困发生率降至
1.48%。2020年 5月，环江县退出贫困县序列。综合全国
毛南族脱贫情况，毛南族已实现整族脱贫。近日，环江
县毛南族群众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当地毛南
族实现脱贫的喜悦心情，表达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再接
再厉建设好家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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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月 20 日
晚同缅甸总统温敏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缅甸政府
和社会各界向中方伸出援手。缅甸疫情牵动着我们的
心。中方已向缅方捐赠多批抗疫物资，并派出两批医疗
专家组同缅甸医护人员并肩战斗。这充分体现出两国人
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胞波情谊，深刻诠释了中缅同
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精神。中方将根据缅方需要，继续
提供坚定支持和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缅甸人民一定能
最终战胜疫情。中方愿同包括缅甸在内的国际社会一
道，继续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坚定维护国际公
平正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携手打赢这场全球公共卫
生保卫战。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缅建交 70 周年。今年 1 月，
我成功访问贵国，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开启中缅关系新时代。希望双方密切配合，把访问成果
落到实处。双方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稳妥推进各
领域交往合作，推动经济走廊项目取得积极进展。要用
好两国边境联防联控机制，统筹维护边境和平安宁、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温敏表示，在你坚强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人民有效
防控住疫情，全国经济社会生活全面复苏，缅方感到高
兴。感谢中方向世卫组织和包括缅甸在内的其他国家抗
击疫情提供支持和帮助。面对疫情，各国应加强合作，
维护国际正义，维护每个国家的发展权利。缅中两国之
间的良好合作，正是双方致力于构建缅中命运共同体的
写照。缅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缅方愿同中
方一道，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访缅成果，继续深
化胞波情谊及各领域合作，推动缅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不断发展。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月 20 日
晚同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
刻，孟加拉国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支持中方，体现了
孟加拉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当前，南亚地区
疫情在发展，防控任务依然艰巨。中方将根据孟方需
求，继续为孟方抗疫提供坚定支持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将于近期向孟方派出一支医疗专家组。我相信，在你领
导下，孟加拉国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感谢孟加
拉国政府为在孟中国公民提供帮助，中方也将继续保障
在华孟加拉国公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习近平强调，中方反对干扰国际抗疫合作、损害全球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抗疫努力的行径。中方愿继续同包
括孟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
用，推进国际联防联控合作，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双
方互为重要发展伙伴。双方应该巩固中孟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中方愿同孟方在确保疫情
防控前提下，逐步创造有利条件，恢复实施重点合作项
目，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双方在疫情过后拓展
各领域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哈西娜表示，孟中友谊悠久深厚，习近平主席 2016
年对孟进行成功国事访问，将两国关系推向了新的高
度。在孟方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中方提供的宝贵支持
和帮助增强了孟方防控能力，增强了孟方克服困难的信
心，孟方对此深表感谢。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挑战，
各国应共同应对。感谢中方照顾在华孟加拉国公民特别
是在武汉的孟加拉国学生，孟方将为在孟中国公民生活
提供良好保障。孟方愿同中方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孟
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习近平分别同缅甸总统、孟加拉国总理通话

新华社北京 5月 20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
论述选编》 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

中共中央将 2019 年作为“基层减负年”，着力解决

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取得明显成效。今年我国
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上升，再叠加疫情影响，做好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难度更大，更加需要以优良作风狠抓
工作落实。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强调持
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这部 《论述选编》 的出版
发行，对于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有关重要论述，
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筑
牢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政治根基，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该书以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为开卷篇，分9个专题，收入有关重要
论述 182段，摘自习近平 2012年 11月 15日至 2020年 4月
23 日期间的讲话、报告、指示、批示等 70 多篇重要文
献。其中许多重要论述是首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出版发行

本报今起推出
两会特刊

（第五版至第八版）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实现之年。
这一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收官之年。
这一年，也是全中国人民同

疫情搏斗，奋力把生产生活恢复
到正常轨道之年。

面对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
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
难度最大的疫情，经过艰苦卓绝努
力，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有力扭转
了疫情局势，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同时，中国人民迎难
而上，化危为机，复工复产复商复
市有序推进，经济发展趋势向好。

自5月6日起，本报在头版开
设“战疫情 促发展 迎两会”专
栏。半个月来，13篇热气腾腾、有
温度有深度的稿件，既聚焦白衣
战士、港澳台侨等中华儿女的战
疫故事，又关注法治、中医药、科
技、复工促产、“六稳”“六保”、改
革、脱贫攻坚、国际合作抗疫等领
域的典型事例，勾勒出一幅中国
人民一手抓抗疫、一手抓发展的
生动图景，为特殊时期召开的全
国两会献上一份厚礼。

从今天起，中国进入两会时
间。本报将集中力量、发挥优势，充
分反映两会民主、团结、求实、奋进
的会风，积极展示代表委员履职建
言的风貌，深度解读两会报告决
议，讲好中国两会故事，为战胜疫
情、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奏出时代强音。

战疫情战疫情
促促发发展展
迎迎两会两会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当疫情在神州肆虐之际，一些国家倾囊支援，
同中国患难与共；值疫情在全球蔓延之时，中国及
时伸出援手，与世界共同抗疫。一支支医疗专家组
不顾危险地“逆行”，一批批防疫物资源源不断驰援
世界各地，一场场视频连线分享着抗疫经验……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
有力的武器。这是国际社会抗击艾滋病、埃博
拉、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取得的重
要经验，是各国人民合作抗疫的人间正道。”5 月
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 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
议开幕式上发出凝聚全球战疫合力的中国倡议。

截至目前，中国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
供了急需的抗疫物资援助，地方政府、慈善机构、人
民团体、工商界也积极参与其中。中国同国际社会分
享防控经验和诊疗方案，开设向所有国家开放的疫
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同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
行疫情防控视频交流会议，先后派出20多支医疗专
家组。中方还积极支持各国在华开展物资商业采购。

“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投桃报李的民族。”
习近平主席点明了中国援助国外抗疫的原因。

“谢谢你，中国！”

在全人类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的时候，中
国没有“自扫门前雪”，而是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他
国，共同抗击疫情，跨越山水重洋，上演着一幕
又一幕的紧急驰援。

抵达德黑兰，赶赴伊拉克抗疫前线，前往罗
马，飞往贝尔格莱德……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
飞。从2月下旬直到现在，每隔几天中国就会派出
医疗专家组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防疫支持，足迹
遍布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

“人类文明史是人类不断抗击和战胜各种灾难
的历史。更好维护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各国唯有本着命运
与共的情怀团结协作，才能破解各种世纪性难题和
挑战，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向前迈进。”5
月7日，在与葡萄牙总统德索萨通电话时，习近平主
席阐释了中国同世界携手抗疫的必然逻辑。

（下转第二版）

全国政协
十三届三次会议
下午3时开幕

收栏寄语

新冠肺炎疫情
袭来，全球鲜有国家
能置身事外。如何应
对这来势汹汹的疫
情，只有团结合作这
一条人间正道。除此
之外，别无善法。

从疫情发生之
始，中国就坚定地
走 合 作 抗 疫 这 条
路。中国疫情防控
形势逐渐向好，全
球 疫 情 却 暴 发 蔓
延，中国仍旧坚定
走合作抗疫之路，
向其他国家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

回望国际合作
抗疫的场景，在中
国防控疫情的艰难
时刻，许多国家和
人民施以援手，一
箱箱的防疫物资从
世 界 各 地 来 到 中
国，一句句印在箱
上的话语，感动着
中国人民。对这些，
中国铭记在心。

在全球疫情的至暗时刻，中国力
所能及援助世界，不提要求，不要回
报，只是希望世界人民能少受疫情之
苦，期盼全球抗疫能够早日成功。天
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
一次中国与世界的合作抗疫必将成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注脚！

合
作
，
合
作
，
再
合
作

张
一
琪

命运与共，全球抗疫携手必胜
本报记者 张一琪 姜忠奇

在宁夏银川，工作人员在装运中国援助沙特阿拉伯的医疗物资。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全
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将于 5 月 21
日下午3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开幕会上，与会全国政协委员
将听取和审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开幕会
汪洋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进
行现场直播；新华网将对开幕会作
现场图文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