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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4月 16日电 4月 16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
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毫
不松懈做好精准防控，突出重点加强边境地区、口
岸城市疫情防控，排查消除聚集性疫情风险隐患，
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提速扩面。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任务仍然艰巨，
境外输入和个别地方本地疫情交织叠加，要高度
重视，不能掉以轻心。各地要压实责任，增强紧迫
感，加快提高核酸和抗体检测能力，扩大检测范
围，做好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工作，这有

利于巩固防控成果，既对人民群众有益，又可为复
工复产提供保障。要做好社区和公共场所常态化
科学精准防控，落实“筛查—诊断—报告—隔离”
闭环管理要求，一旦发现疫情立即精准围堵。加
强对被隔离人员的人文关怀。出现局部聚集性疫
情的地方，要抓紧查清感染原因，切断传播路径，
尤其要补上医院防控漏洞，做好医护人员防护，防
止交叉感染。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疫情
信息。

会议要求，要根据疫情跨境输入形势变化，突
出重点做好防控。边境省份要有针对性完善防控
方案，一市一策，分片包干，落实责任，加强边境地
区防控薄弱环节。在边境省份内部调配医护力量
的同时，抓紧从全国增派疾控专家和医疗力量，抽
调重症、呼吸等领域医疗专家支援边境地区、口岸
城市，重点帮助当地提升病例诊断和患者救治能

力。加大疫情防控人员和物资等保障力度，切实
做好检疫检测、隔离观察点、方舱医院、定点救治
医院等应急准备。

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抓紧梳理总结各地好的经验做法，完善常态
化防控下推进全面复工复产的措施。找好精准防
控和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恢复的工作结合点，促进
区域之间人员和要素正常流动、各类经济活动正
常开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好的大环境。会议
还听取了离汉通道管控解除后武汉市防控工作和
复工复产情况汇报，要求武汉市继续抓紧抓实抓
细防控工作，全力做好重症患者救治，优化社区防
控措施，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协调配合，加快全面恢
复正常医疗服务，稳步恢复经济社会秩序。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奇、王毅、肖
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14日发出警告，世界正
在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斗争，世界各地的人们
正在寻找可以帮助挽救无数生命的答案，但

“危险的错误疫情信息”也正在蔓延。
古特雷斯在4月14日发布的一则视频

讲话中说：“虽然现在应当是遵从科学与展现
团结的时刻，但在全球范围内，错误信息正在
蔓延，虚假信息充斥人们身边，侮辱和诋毁人
们和不同的群体。”

古特雷斯表示，世界必须联合起来抗击
疫情，并为此开具了“信任疫苗”。

首先，要信任科学。古特雷斯向正在对
存有误导性的故事和社交媒体帖子作事实核

对的记者和其他人员致敬。古特雷斯表示，
社交媒体公司必须做更多工作，以消除围绕
疫情的仇恨和有害言论。

其次，提倡对那些建立在反应迅速、负责
任的、基于证据的治理和领导力基础上的应
对机构给予信任。

最后，需要彼此信任，把相互尊重当作
全球渡过这场难关的“指南针”。古特雷斯
强调，“让我们团结一致，拒绝谎言和无理
邪说”。

为此，古特雷斯宣布联合国将启动一项
新的传播应对计划，旨在以事实和科学占据
互联网，同时应对不断增加的、将更多生命置
于危险之中的错误信息带来的祸害。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16日主持召开中国法
学会会长会议时强调，要组织动员广大法学法律
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动担当尽责，狠抓工作落实，为强化
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贡献力量。

王晨指出，中国法学会换届以来，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群众性这条主线，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各项工作实现良好开局。要坚持党对法学
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引导法
学法律工作者加强调查研究，围绕完善重大疫
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等涉及的法律问题，及时提供高质量的理
论成果和对策建议，推动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
卫生领域法律法规建设。要主动参与法治实
践，讲好抗疫法治故事，对疫情可能引发的矛盾

纠纷，深入宣传解读法律法规，为相关行业和群
众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要重视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强化涉外法治工作，增强斗争精神，
运用法治方式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要坚持不懈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工作能
力和水平，推动新时代法学会工作不断取得新
进展新成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法学会会员管理办
法》，研究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部署提高检测能力做好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工作

抓好各地常态化防控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王沪宁出席

王晨在中国法学会会长会议上强调

法学法律工作者要为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贡献力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彼此信任，拒绝错误疫情信息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当地
时间4月15日下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在新冠肺炎疫情新闻通报会上对美国总
统特朗普作出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资助决定
予以回应。

谭德塞表示，“美国是世卫组织长期和慷
慨的朋友，我们希望他将继续如此。我们对
美国总统命令停止向世卫组织提供资助的决
定感到遗憾。在美国人民及其政府的支持
下，世卫组织致力于改善世界上许多最贫困
和最弱势人群的健康。我们正在评估美国撤
回资助对世卫组织工作的影响，并将与我们
的伙伴合作，以填补我们面临的任何财政缺
口，确保我们的工作不受干扰继续推进。我

们对公共卫生、科学和服务全世界所有人民
的不畏惧和不偏袒承诺仍然不变”。

谭德塞说：“我们致力于为世界人民服
务，并对赋予我们的资源负责。在适当的
时候，世卫组织会员国和为确保透明度及
问责制设立的独立机构将审查世卫组织在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表现。毫无疑
问，我们将确定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从中汲
取教训。但是，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阻止这
种病毒并拯救生命。世卫组织感谢并欢迎
许多国家、组织和个人对世卫组织的支持
和承诺，包括财政承诺，这是展现全球团结
的表现，因为团结才是击败新冠肺炎疫情
的规则。”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对特朗普暂停资助决定感到遗憾

本报北京4月16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16
日，农业农村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召开“三区三州”
和52个未摘帽县产业扶贫工作视频会。农业农
村部部长韩长赋在会上表示，经过近几年的努力，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已取得明显成
效，每个县区都形成了带贫主导产业。52个未摘
帽县已发展主导产业122个，带动300多万贫困
群众人均增收1700多元，近三分之二贫困人口有
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韩长赋同时表示，这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
还处在起步期、发展期，产业体系还不健全。特别是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完成产业扶贫任务必须
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为此，农业农村部、国务院扶
贫办日前对“三区三州”和52个未摘帽县产业帮扶
需求进行了调度，专门研究制定了帮扶方案。努力
将各项政策更多向扶贫产业倾斜落实，加快改善产
业基础设施、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推进产业提档升
级，全力以赴完成产业扶贫目标任务。

韩长赋表示，要推动各地做大做强特色主导
产业，加快发展特色种养、特色林果、特色加工和
乡村旅游，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更多的贫
困群众受益。农业农村部将优先把“三区三州”和
未摘帽县的特色扶贫品牌纳入中国农业品牌目
录，对申报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实行“快速
通道”政策，支持建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增加绿
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韩长赋说，农业农村部将积极推动在乡农民
工就业创业，加大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力度，引导
贫困劳动力“点对点”返岗复工、外出打工。

52个未摘帽县

发展主导产业122个

本报伦敦电 记者马翩宇报道：4月1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指责世界卫生组织
对阻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存在严重“失
职”。他认为世卫组织在疫情扩散前期未能
采取足够的控制和诊断措施，也未及时、透明
地公布疫情数据，“掩盖”了新冠肺炎疫情。
特朗普表示，经过重新审视世卫组织疫情应
对措施，决定暂停对世卫组织资助。特朗普
此举引发了英国医学专业人士和智库猛烈
批评。

英国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理
查德·霍顿在推特上反击称，特朗普停止资助
世卫组织，这完全是反人类的罪行。每一位
科学家，每一位医务工作者，每一位公民都必
须抵制和反抗这种对全球团结的背叛。理查

德·霍顿还在推特中公开喊话美国顶级传染
病专家、白宫疫情工作组成员安东尼·福奇：
您知道特朗普称“世卫组织因‘掩盖’新冠肺
炎疫情大流行而‘有罪’，未能延缓、判断和分
享疫情信息”这些陈述是不正确的，请您纠正
特朗普言行，让他站在真理的一边。

据英国智库深度知识集团对全球各国新
冠肺炎感染风险、安全指数和治疗效率等的
排名报告显示，美国在感染风险上仅次于意
大利排名第二，在治疗效率(未进入前十名)
和安全指数上的排名（未进入前40名）则完
全未上榜。英国智库深度知识集团的新冠肺
炎疫情排名反映了世界各国每日发生的疫情
动态变化和应对措施调整，通过数据科学和
统计技术等创新方法制定排名。

特朗普暂停资助世卫组织的决定
遭英国专业人士和智库批评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月16日晚应约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通电话。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国和波兰都面临新冠肺
炎疫情严峻考验。在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刻，波兰政府和人民曾经给予帮助。中方坚定支
持波方抗击疫情的努力，愿同波方共享经验，并为

波方通过商业渠道从中国采购和运输医疗物资提
供便利。相信波兰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中国政
府高度重视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健康安全和合法
利益，希望波方切实保障在波中国公民的安全和
生活便利。

莫拉维茨基表示，感谢中方对波兰抗击疫情

的支持，中方提供的医疗物资质量非常好。希
望中方在医疗物资采购、通关、运输等方面继续
为波兰提供便利，并加强防控经验交流。波方
将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好在波中国公民的合法
权益。

王毅、何立峰出席上述活动。

李克强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月16日晚应约同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通
电话。

李克强表示，中国和苏丹传统友谊深厚。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非洲加速蔓延，苏丹人民
也面临疫情威胁。中国人民对此感同身受，将

同苏丹人民坚定站在一起，为苏丹抗击疫情提
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病毒是人类共同的
敌人，面对疫情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中国
人民愿同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同舟
共济、共克时艰，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健康
安全。

哈姆杜克表示，苏方赞赏中国在抗击疫情国
际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反对任何对特定国家
污名化的做法。苏方感谢中方提供的无私帮助，愿
同中方加强疫情防控合作和经验交流，深化两国
传统友好。

王毅、何立峰出席上述活动。

李克强同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通电话

4月14日，搭载着26万件防疫物资的中欧班列从位于江苏连云港的中哈（连云港）物流合
作基地出发，前往中亚国家。据悉，这批捐赠的防疫物资包括医用外科口罩、热成像仪、红外测
温仪、防护服等共26万件，由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共同捐赠给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用于相关成员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王健民摄（中经视觉）

防疫物资搭乘中欧班列发往中亚国家

（上接第一版）
城口县修齐镇原来的产业只有锰矿，脱贫

攻坚以来该镇大力发展花菇种植产业，与绿创
香菇公司合作，按照“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
业发展模式，建立了修齐镇花菇产业扶贫车间。
经过多年的探索，花菇成为修齐镇最具代表性
的扶贫产业。2019年全镇共发展花菇菌棒100
万袋，带动了全镇 900 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业致富。

去年以来，重庆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激发
乡村振兴动力活力，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1个，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297个，引进龙头企
业118家，建立“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合
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
户7000余户；实施财政扶贫资金“改补为投”，落
实财政资金股权化改革近1.8亿元，受益贫困户达
6000余户；量身定制“产业脱贫保”，全面覆盖贫
困人口产业发展风险，承保贫困户9803户，已支
付赔款24.17万元。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脱贫致富有了新途径。
近年来，重庆深化电商扶贫，成立电商扶贫联盟，
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贫困区县实现农村产品网
络零售额增长74.16%。

“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大力发展贫困地
区农产品电子商务是目前的重要任务。”重庆市
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各贫困区大
力开展“重庆品牌农产品上京东行动”，积极推
动贫困地区农产品入驻“巴味渝珍”电商平台。

重庆扶贫攻坚产业方兴未艾，特色产品不断
推出，带富了众多巴渝儿女。

美丽乡村“面子”靓“里子”实

要想富，先修路。
奉节县平安乡距离县城90公里，从乡政府驻

地到县城需要两个半小时车程，而地处偏远的桃

树、长坪、向子3个村的近3000名村民到乡里办
事，则需辗转耗费4个小时车程。

为此，奉节县加大平安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了国省道改造48.7公里、重要连接道14公
里、“四好农村路”通组公路236公里，实现了“村
村通、组组畅、户户联”的“四好农村路”路网。记
者了解到，重庆市目前已建成“四好农村路”2.5万
公里，新增4065个村民小组通公路、8426个村民
小组通油路或水泥路，18个深度贫困乡镇对外通
道稳步实施、通组公路已基本完工。

安居才能乐业。在彭水县大垭村唐家坝，只
见整齐干净的农房错落有致，青山绿水交相辉
映。“我们赶上了好政策，如今住上了安全舒适的
新房子。”贫困户王明孝说，他和妻子都是残疾
人，曾住在危房里，生活极其困难。2013年房屋
完成了改造，2019年通过残疾人建房项目新建厕
所，住房配套不断完善，王明孝全家重新点燃了新
的希望。

“农村危房改造是‘住房安全保障’的主要方
式。”重庆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称，为了强化住房
安全，重庆落实“全面摸排、全面鉴定、全面改造”
政策，制定贫困户等四类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
实施方案。2019年，国家下达重庆市四类重点对
象农村危房改造31700户，截至去年年底，全市累
计完成39042户，占年度任务的123.16%，全市建
档立卡贫困户危房实现动态消除。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重庆扶贫资金
一是支持全面解决“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二
是支持开展产业、就业、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村级集体经济、卫生健康、“志智双扶”等十大精
准帮扶行动。两年来，各类财政资金、帮扶资金、
金融资金、社会资金近100亿元，集中用到18个
深度贫困乡镇。

公路畅达通四方，山美水美人更美，一幅
幅新时代美丽乡村的画卷正在巴渝大地徐徐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