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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1月20日电 （记者李
宣良 李清华）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
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9日、20日视察
驻云南部队，深入边防一线，看望慰问
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
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
祝福。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云南大地山青
水碧，处处生机盎然。19日下午6时许，
习近平来到驻守在我国西南边陲的某边
防营，走进战士宿舍，同大家亲切交流，详
细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营卫
生所，习近平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得知边
防部队医疗条件不断改善，能够有效保障
官兵日常需求，习近平很欣慰。

晚饭时间快到了，炊事班的战士正
在食堂忙碌着。习近平来到这里察看部
队伙食情况，看到饭菜种类多样，习近平
露出欣慰的目光。他叮嘱部队安排好节

日期间生活，让战士们过一个欢乐、祥
和、安全的春节。

习近平对正在边防一线执行任务的
官兵十分牵挂，专门通过视频慰问了有
关部队。某扫雷排爆大队任务分队是

“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所在部队，多次
出色完成边境扫雷任务。习近平充分肯
定他们为扫除雷患、确保边疆人民幸福
安宁作出的重要贡献，勉励他们过细做
好安全防护，精心组织扫雷排爆，为党
和人民再立新功。某边防分队在界桩执
勤点前整齐列队，向习主席报告执勤情
况。看到边防官兵精神饱满、士气高
昂，习近平很高兴。他表示，大家辛苦
了，你们战斗在管边控边第一线，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要保持高度戒备状
态，严密组织边防执勤，守护好边境地
区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同边防营
和扫雷排爆大队任务分队部分官兵合影
留念。官兵们簇拥在习主席身旁，充满

了幸福和喜悦。
20日上午，习近平在昆明亲切接见

了驻云南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团
级单位主官。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过
去的一年，驻云南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各项工作扎实推
进，重大任务完成出色，为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为支援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
是我军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2020年目
标任务之年，各方面任务艰巨繁重。要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
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
治军，强化使命担当，聚力攻坚克难，
狠抓工作落实，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
的各项任务。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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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驻
云南部队，深入边防一线，看望慰问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
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这是1月19日，习近平在某边防营同官
兵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驻
云南部队，深入边防一线，看望慰问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
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这是1月20日，习近平在昆明亲切接见
驻云南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团级单位主官。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近期，
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截至1
月20日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24例，其中
确诊病例217例（武汉市198例，北
京市5例，广东省14例）；疑似病例7
例（四川省2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
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1例，山东省1
例）。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泰国
通报确诊病例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
例1例。

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湖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
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目前

正值春节期间，人员大范围密集流
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十分紧要。各
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
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
制疫情蔓延势头。要全力救治患者，
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加强
病例监测，规范处置流程。要及时发
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要加强
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
读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
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
春佳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各相关部门和
地方要以对人民群众健康高度负责的
态度，完善应对方案，全力以赴做好防

控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加快查明病
毒源头和感染、传播等机理，及时客观
发布疫情和防控工作信息，科学宣传
疫情防护知识。做好与世界卫生组
织、有关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沟通协
调，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坚决防止疫情
扩散蔓延。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月20日召开
电视电话会议，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
导地方做好疫情应对处置工作。湖北
省等有关地方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做好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

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李克强作出批示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
《军队监察工作条例（试行）》，自2020
年2月1日起施行。

《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军委
主席负责制，着力构建统一领导、权威
高效、全面覆盖的军队监察体制。《条
例》的发布施行，对贯彻落实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关于军队纪检监察

体制改革决策部署，严实规范军队监
察工作，进一步加强军队人员行使权
力情况的监察，深入推进军队反腐败
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共10章62条，涵盖监察委
员会设置、监察范围和管辖、监督、调
查、处置、监察工作协作配合、对监察委
员会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等各个方面。
《条例》强调，军队监察工作必须坚持战
斗力标准，服务备战打仗；坚持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权责统一、

失责必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
早抓小、防微杜渐；坚持标本兼治、综合
治理，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
效机制。《条例》规定，军队各级监察委
员会是行使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法
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监察委员
会在本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监察委员
会领导下开展监察工作。《条例》明确，
监察委员会应当健全内控机制，严格对
监察人员的教育管理，强化自我监督，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监察队伍。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军队监察工作条例（试行）》

本报北京1月20日讯 记者乔金
亮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中央网信办
印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
2025年）》提出，到2025年，数字农业
农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农业农村数据
采集体系建立健全，天空地一体化观测
网络、农业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农
业农村云平台基本建成。

《规划》要求以产业数字化、数字
产业化为发展主线，着力建设基础数
据资源体系，加强数字生产能力建设，

加快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数
字化改造，强化关键技术装备创新和
重大工程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农业农
村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
化、服务便捷化水平，以数字化引领驱
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规划》明确，构建基础数据资源
体系，重点建设农业自然资源、重要农
业种质资源、农村集体资产、农村宅基
地、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5类

大数据，夯实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基
础。加快生产经营数字化改造，推进
种植业信息化、畜牧业智能化、渔业智
慧化、种业数字化、新业态多元化、质
量安全管控全程化，提升农业数字化
生产力。推进管理服务数字化转型，
建立健全农业农村管理决策支持技术
体系和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
体系，建设数字农业农村服务体系、农
村人居环境智能监测体系、乡村数字
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印发——

2025年建立健全农业农村数据采集体系

过了腊月廿三，春节的气息越发浓
厚。在粤北的韶关南雄市乡间，回乡的
人多起来，红灯笼挂起来，家家炸油糕、
备年货。

1月17日，油山镇下惠村沈明朝家
里，两个姐姐专程赶来帮忙炸油糕。妻
子孙伟香抱着刚刚10个月的孩子，“抱
怨”自己搭不上手。

“最困难的日子过去了。”满脸笑容
的沈明朝刚从工地收工回来，看着忙碌
的一家人，他欣慰地说，“今年猪肉虽然
有点儿贵，我还是买了25斤做腊肉，还
做了14只腊鸭，要过一个丰盛年。”

37岁的沈明朝前些年在佛山当厨
师，娶了妻子生了儿子，日子过得有滋有
味。没想到年迈的父母生病了，2013
年，他只好回村种地。2017年，父母双

双住院，儿子发现患有“脆骨症”，妻子又
做了手术。“那一年最难。”他说，那时几
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在这个时候，广东省建行派驻村里的
扶贫工作队找到他，给他宣讲政策，帮他
出主意，给他鼓劲。沈明朝抱着试一试的
态度，扩大了承包土地面积，投资了一口
鱼塘。扶贫工作队通过奖补政策帮他购
买了拖拉机，他又鼓起了奋斗的勇气。

2018年，两位老人先后去世，妻子又
有了二胎。尽管更加忙碌，但有扶贫工
作队帮助，他满怀信心，生活渐渐有了起
色。“2019年的日子更好。”他告诉记者，
这一年值得说道的事很多——参加了南
雄市组织的种养培训班，装修了2015年
就盖起的房子，新买了拖拉机……

“今年准备再多种几亩地，给鱼塘增

加投资，手头钱不够就借一点。”沈明朝
说，现在敢借钱了，“前几年总是借钱给
家里人看病，心里没底儿；现在是借钱发
展，有信心。”广东省建行派驻村里的帮
扶干部徐南海写了一副对联给沈明朝送
来：只争朝夕创大业，不负韶华展鸿图。

油山镇上朔村的彭贤胜在厨房里张
罗着炸油糕。小外孙跑进跑出玩耍，嫁
到外村的女儿专门回来帮忙。因为妻子
郭才英中风多年，不能挑担子干体力活，
家庭重担就落在彭贤胜一个人身上。

彭贤胜夫妻都已经60岁，家里种了
5亩多地。两个姑娘出嫁了，但还有一
个儿子在读书。因为妻子生病，无法干
体力活，他们家3口人都纳入了低保。
每个月每人领484元生活补助，1400多
元低保金就够生活开支了。

“最大的支出是孩子上学。”郭才英
说，儿子在镇上读中学，每学期交1200元
住宿费。“近年政府给补贴，每学期1500
元，孩子的住宿费算是省下来了。”老伴彭
贤胜在村里打零工，也有些收入。

“最困难的是十几年前中风时。”郭
才英回忆，那几年光看病就得花五六千
元，“困难的时候过去了，现在有政府帮
扶，看病几乎不花钱，负担也轻了。”

南雄是梅岭脚下的一个县级市。
208个村庄中，精准扶贫相对贫困村有
68个。经过这几年的脱贫攻坚，当地干
部告诉记者，按照广东省的扶贫标准，全
市相对贫困户5714户14534人中，已经
有5579户 14173人达到脱贫标准，68
个相对贫困村都达到了出列标准，贫困
发生率已经从4.6%降到0.07%。

负 担 轻 了 信 心 足 了
——广东南雄市贫困户走访见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魏永刚 江 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