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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五十四次委员长会议1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
次会议增加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

就调整后的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
安排作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
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有关议题作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

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
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
维华出席会议。

栗战书主持召开第五十四次委员长会议

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

群众心里盼的就是我要做的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刘军旗

“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当地的党员群众
通过‘公司+农户’，开展了一场‘红薯革命’，使红
薯酸辣粉等产品畅销全国，还卖到了韩国、越南、
菲律宾等国家。”谈到过去一年来的履职经历，全
国人大代表、河南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
记裴春亮告诉记者，“我们依托裴寨村跨境电商平
台，探索四方联动电商扶贫新机制，带动张村乡

406 个贫困户家家‘网上淘金’、户户‘线上脱
贫’。”

为让乡亲们的生活环境更加优美，裴春亮代表
个人出资维护全村道路，对沿线实行绿化，建设美
丽宜居裴寨，打造太行特色小镇。为解决裴寨社区
及周边群众的就业难题，裴寨还实施了“让爱回家”
工程，把村西头十几米深的荒沟填埋平整成建设用

地，建成钢架玻璃厂房和配套基础设施，规划打造
可供2000人就业的社区服装产业园，帮助社区及
周边农村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裴春亮代表带领村“两
委”迅速组织党员干部行动起来，制定裴寨村防控
疫情12条规定，设置劝返点、消毒点、体温检测
点，严格控制人员流动。为抢抓农时，裴春亮代表
组织村民科学有序开展麦田返青浇灌、大棚育苗
等春耕备耕工作。在蔬菜大棚种植基地内，黄瓜、
西红柿陆续上市，保障市场供应。

“群众心里盼的，就是我要做的。”裴春亮代表
说，“下一步，我会更加关注农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希望国家重点培养一批精干、
高效的卫生防疫队伍，加大公共卫生健康科普和宣
传，提高农民的卫生意识和防护水平。”

这几天，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
卜寨村村委会主任刘卫昌格外忙碌。作为一名来
自基层的委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直是刘卫昌关
注的重点。

针对农村垃圾难治理、易反弹问题，过去一年，
刘卫昌委员走访了126个村600多个农户，就农村
垃圾处置问题做了大量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
仅肥乡区后营村这个只有420户1792口人的村，
就有闲置坑塘16处，占地达40余亩，两年前，这个
村的居住环境还十分糟糕。“以前坑塘没人管，老百
姓把垃圾乱放在坑边，周围环境非常差。”刘卫昌委
员说。

垃圾堆放在坑塘里，既污染环境，也浪费资
源。为此，邯郸市肥乡区探索推出“乡村管理+公
司运营”模式，每家农户每月交8元，由企业设置垃

圾桶，统一清理垃圾。“肥乡区通过公司化运作，把
每个坑塘都编上号，老百姓从环境的破坏者变成保
护者、监督者，原来垃圾成堆的坑塘变成了美丽花
园。”刘卫昌委员说，脱贫攻坚主战场在农村，农村
环境改善，增加群众收入，这是脱贫攻坚幸福指数
的一个标志。目前，肥乡区265个村全部实现垃圾
集中转运处理，有些村子还开始试点垃圾分类处
置。让垃圾不落地、让村子更美丽，已成为村民的

共识。
如今，后营村每个坑塘都有专人负责。每个坑

塘由一名村干部、一名党员代表、一名村民代表全
程管理，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而肥乡区探索实行
的“乡村管理+公司运营”模式，也走出一条农村垃
圾治理的新路。刘卫昌委员告诉记者，短短一年多
时间，肥乡区所有村庄就实现了从废弃脏乱到资源
化利用的转变。

全国政协委员刘卫昌：

创新垃圾治理 让村子更美丽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田士达报道：
近日，非洲上海总商会、南非—中国跨境电
商协会联合非国大进步商业论坛在约翰内
斯堡举行“万人食品包爱心捐赠”仪式，向当
地贫困社区捐赠价值近80万兰特（约合30
万元人民币）的食品包。

中国驻南非使馆临时代办李南在捐赠
仪式上致辞。李南对有关商会向当地困难
家庭慷慨捐赠表示赞赏，并感谢近期在南中
资企业、侨社、侨胞纷纷向当地捐赠抗疫物
资和爱心食品，称此举充分展现出中南两国

人民患难与共、同心抗疫的可贵精神。李南
呼吁更多中国侨社、侨胞继续捐助和回馈当
地社会，与南非人民并肩作战。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总司库马沙蒂勒代
表该党和拉马福萨总统对中国政府和人民
坚定支持南方抗疫表示诚挚感谢，并对非洲
上海总商会等中国侨团踊跃响应南非政府
号召、迅速筹集大批爱心食品表示赞赏。马
沙蒂勒强调，团结是战胜疫情的法宝和唯一
选择，并表示相信会有更多中国侨团与南非
人民携手抗疫。

南非侨界向约翰内斯堡贫困社区捐赠食品包

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日至
19日以视频方式举行。此间专家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世卫组织
各成员国应聚焦合作、携手抗疫，避免公共
卫生问题政治化。

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440万例，死亡超
30万例。

“新冠肺炎是影响全人类的传染性疾
病。只要一个国家还有新冠肺炎疫情存在，
其他国家就谈不上绝对安全。”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新冠肺
炎专家组经济学家代表刘国恩认为，面对疫
情在全球扩散蔓延之势，加强国际合作是世
界各国的最佳选择，也是唯一选择。

“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在这种非传统
安全挑战面前，全世界更加深刻意识到人类是
一个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团结合作是
应对疫情的最有力武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战略研究所所长陈须隆说，在推动国际抗疫合
作方面，中方不仅积极对外援助、分享宝贵防控
经验，也通过率先与韩国启动“快捷通道”等措
施推动复工复产，促进世界经济恢复增长。

加强全球合作，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角色
不可替代。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世卫
组织秉持客观科学公正立场，积极履行自身
职责，为协助各国应对疫情、推动国际抗疫
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个别国家自身
抗疫不力，却企图通过抹黑世卫组织达到

“甩锅”目的，动辄以“断供”“退群”相威胁。
多国专家认为，将疫情问题政治化、对

他国和世卫组织污名化对相关国家国内疫
情防控没有任何帮助，只会为全球合作抗疫
制造更多困难。

“在人类与病毒抗争的关键时刻，对国
际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是采取协同努力，不
应让分歧成为共同应对疫情的障碍。”白俄
罗斯国家科学院院长古萨科夫表示。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最权威、最专业的
国际机构，世卫组织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
危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巴基斯
坦国际伊斯兰大学教授穆罕默德·汗认为，
有些国家各自为政，在抗击疫情方面欠缺
沟通、相互脱节，这种情况加剧了混乱。“此

时需要世卫组织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全球
抗疫合作。”

“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要发挥作用都离不开
成员国的支持，其中大国的责任、担当尤其重
要。”陈须隆说，中国近期已向世卫组织捐款
5000万美元，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发
展中国家卫生体系建设等工作，“这才是作为
负责任大国，推动国际抗疫合作的正确方式。”

近期，美国等少数国家声称要求世卫组
织邀请中国台湾地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本
届世卫大会。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台
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
则处理。2016年台湾民进党执政以来，顽
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导致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
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台湾地区无法参加
世卫大会的局面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分析人士指出，个别国家执意讨论涉台
提案，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卫生问题
政治化，不惜以绑架世卫大会、损害全球抗
疫合作来实现一己政治私利。

至于民进党当局所谓台湾不能参加世
卫大会将导致“国际防疫缺口”的说法，外交
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也表示，台湾地区获得
疫情信息的渠道是畅通的，根本不存在所谓

“国际防疫缺口”一说。
据悉，今年1月，中国中央政府接待了

台湾地区防疫专家赴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
情况。截至5月15日，中国中央政府向台
湾地区通报新冠肺炎疫情信息152次。在
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2019年以来，中国台
湾地区卫生专家共有16批24人次参加了
世卫组织技术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
英津指出：“民进党当局‘以疫谋独’的政治操
弄会严重干扰大会进程、破坏国际抗疫合作，
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坚决反对。”

根据世卫组织执委会达成的共识，今年
大会将只讨论新冠肺炎疫情、选举执委会委
员等必要议题，议程大幅压缩。“这反映了广
大成员国希望利用本次大会聚焦国际合作、
共抗新冠肺炎疫情的真诚愿望。”王英津说。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世卫大会召开在即

多国专家呼吁团结合作、携手抗疫

回顾20年，中储粮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
成为国内最大的农产品储备集团，成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坚强柱石。“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中储粮
将坚守初心使命，持续做强做优，在加快构建粮食
安全保障体系中发挥好顶梁柱作用。”中储粮集团
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邓亦武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

2000年，中储粮集团公司应运而生。中储粮
受国务院委托，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理，
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下
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市场化方式开展轮换
经营，这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体制下储备粮数量不
实、质量难保、调用不畅、亏损挂账等问题。

中储粮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
20年来，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波澜壮阔。

中储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版图上把握前进的方向，
以开放进取姿态迎接变革，以自我革新精神推进
变革。

2014年以来，中储粮全力服务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粮食收储制度改革。2016年按照“始
终在市、均衡收购”的原则，通过政策性收购和市场
化收购两种手段积极入市收购，稳定了市场，缓解
了农民“卖粮难”，为玉米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顺利
实施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作为一家在改革中诞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国
有大型骨干企业，中储粮集团公司的改革步伐从未
停歇。”邓亦武说。经过20年发展，中储粮从刚成

立时管好中央储备粮的单一业务，到如今做好中央
储备粮油的经营管理、当好政策性粮食收储执行主
体、落实国家下达的重点专项调控任务三大主业，
并通过落实这三大任务发挥保障粮食安全“压舱
石”、服务调控“主力军”和调节市场“稳定器”的作
用，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中储粮具有粮食“蓄水池”的功能，在稳市、救
灾、恤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年来，中储粮在应
对一系列大战大考中，书写了一份份优秀的答卷，
成为稳定粮食市场的“定海神针”。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央储备粮是保百姓饭
碗的粮食。20年来，中储粮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提
高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中央储备粮储备规
模不断扩大，储备品种结构不断丰富，库点布局更
加完善，在全国布局980多个直属库和分库，实现
了产销区全覆盖。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仅要有足够的粮食，还
要确保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20多年来，中
储粮不断加强粮棉油储运基础能力建设，在关键物
流节点和港口打造北粮南运的现代化粮食物流体
系，依托重要港口建设一批综合储备基地，不断提
高大规模、大范围中转和装卸能力。中储粮成立以
来，累计完成政策性粮食调运7500万吨，最高峰时
年调运量达到1321万吨。

为了守护管好“大国粮仓”，20年来，中储粮始
终聚焦主责主业，推动企业改革创新，积极运用绿
色储粮技术、信息化技术、智能化技术，实现中央储

备粮管理方式的根本变革，推进企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在中储粮徐州直属库有限公司库区，100多个
摄像头，数千个粮温传感器成为远程监控的“千里
眼”。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靖峰每天早上到办公
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通过远程在线监测平
台查看库区情况。“以前大半天的工作量，现在20
分钟就能做完。通过这种‘穿透式’管理，真正实现
粮食看得见、管得好。”靖峰说。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是管好粮食的关
键。20年来，中储粮不断加大科技研发，2014年至
2017年，中储粮用3年时间实现智能化粮库管理在
980多个直属库和分库的全覆盖，运用物联网、大
数据手段推进全系统全方位智能化管理，提升管理
集约化、集团化水平。

中储粮还管理着数倍于中央储备粮的政策性
粮食。政策性粮食分散储存在全国1万多个委托
收储库点，管理难度大。中储粮集团公司除了采取

“人防、技防、法防、经济防范”四位一体综合管控措
施外，还全面推广“一卡通”收购系统、“惠三农”预
约售粮APP，打通了从预约到收购直至结算的全链
条，让农民真正交上了“明白粮”“放心粮”“舒心
粮”。

经过20年发展，中储粮培养和锻造了一支忠
诚、干净、担当的铁军队伍，全系统4万多名员工攻
坚克难、负重前行，不断夯实“两个确保”基础，努力
管好大国粮仓。

管好丰盈粮仓 端牢中国饭碗
——写在中储粮集团公司成立20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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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执着”于“中国隐瞒论”的美国政客，一不小心，被

自己“打脸”了。
当地时间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于1月11

日已开始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特朗普说：“在病毒基因序列
发布还不到几个小时，在大家甚至都没听说过的时候，我们
就开始研发第一支疫苗了，甚至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将
会面对什么。”

此话一出，“1月11日”这个时间点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
注，因为这比3月中旬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大面积暴发早了大
约2个月。2个月的时间，足够美国做出很多防疫部署和举
措，但是美国政府是怎么做的呢？先称这种病毒是“大号流
感”，让公众不需要担心，导致美国社会放松了警惕。后又表
示美国疫情形势“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最终，美国成了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造成了大量
家破人亡的悲剧。也难怪有美国网友提出质疑：“既然早已
经开始研发疫苗，早知道病毒的存在，那么联邦政府为什么
不早采取措施，在研发疫苗的同时采取好防控措施？”

另一件新近发生的事情同样值得注意，美国华盛顿州
斯诺霍米什地区卫生官员5月15日表示，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可能在1月中旬前就已经在美国出现。该地区卫生部门
发布的一份声明称，2名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的
居民表示去年12月中下旬曾患病，症状和新冠肺炎相似。

尽管血清抗体检测结果为阳性仅表明以前曾感染过新
冠病毒，无法确定具体感染时间，但是这无疑给美国疫情时
间线的再度改写带来了可能。斯诺霍米什地区卫生官员克
里斯·斯皮特斯在声明中说：“根据我们得到的报告以及全
美各地的报告，新冠病毒感染引发的疾病可能在1月中旬
前就已经出现。”此前，美国政府正式公布的首例新冠确诊
病例出现于1月20日，患者为华盛顿州西雅图地区居民。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疫情时间线被多次改写，首例新冠
确诊病例的发生时间不断提前，这也一再证明美国政府漠视国内早就已经出现的疫情长达
数月，而这正是导致今天美国疫情如此严重的主要原因。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16日16时3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超146万例，死亡病例超8.8万例。从数据上看，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
最大重灾区。严重的疫情让一些美政客自我吹嘘的政绩和“领导力”显得十分可笑，于是他
们不断将责任“甩锅”给中国，抛出“中国隐瞒论”等荒谬言论，企图推卸责任，转移矛盾。

近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位华裔女记者质疑特朗普：“美国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
死去，为什么你却反复强调美国的疫情检测做得比其他国家好？”特朗普回答道：“你应该去
问中国。”这一回答引发了在场记者和美国民众的不满。

这些事情再度证明，美国出现如此严重疫情的原因，不需要问中国，那些美政客应该问问
自己的良心，面对疫情，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只顾着“甩锅”，只顾着喊复工，而不顾每天都在
增加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对人权的践踏。

漠视生命、隐瞒信息、防护迟缓，美国疫情防控不力的事实，赖是赖不掉的。

（上接第一版）“按去年7月份到12月份的营收额计
算，村民股份红利年收益率超过10%，入股村民每
户年均增收2000元。”刘连云说，因为势头好，目前
村里的民宿床位已增加到130多个，“大食堂”规模
已扩大到可同时接待近200人用餐。

“当时我告诉总书记，2019年争取收入突破10
万元。现在想对总书记说，随着村里游客越来越
多，家里的农家乐、超市和民宿生意越来越好，我们
的目标实现啦。”孙观发对记者说。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好。”刘连云告诉记者，近一年来，按照实现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
求，潭头村一方面因地制宜、突出特点，形成可持续
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一方面治理美化乡村生活环
境，祛除乡村生活陋习，推动乡村治理，呈现出“村
庄美、产业兴、农民富、环境优、人心齐”的生动
图景。

于都县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一排排现代化
标准蔬菜大棚鳞次栉比，大棚内翠绿色的丝瓜挂
满藤蔓。“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产业
园，发出了‘千方百计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
子’的号召，并叮嘱我们一定要把富硒蔬菜种
好。政府和蔬菜种植企业积极谋划，申报富硒蔬
菜品牌，掀起一股产业发展热潮。”梓山万亩富
硒蔬菜产业园技术负责人谢剑平告诉记者，今年

他们建了3个富硒蔬菜种植实验大棚，争取种出
高标准的富硒蔬菜，让更多人能吃上梓山的富硒
蔬菜。

“我们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厚爱化为强大精
神动力，向贫困发起最后总攻。今年4月26日，于

都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于都全县将感恩奋进、
接续奋斗，建立完善巩固提升机制，作好乡村振兴
这篇大文章，确保于都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于都县委书记蓝捷说。

在潭头村池塘边，有一座凉亭，名叫“孜和
亭”。问及缘由，是因为“孜”字代表孙刘两姓，是
村民和睦相处的见证和延续。全村有750多户人
家，以刘、孙两姓为主，但大家都不分姓氏，亲如
一家，就连祠堂也是两姓共有。不仅如此，村里广
泛开展“学模范，树新风”“五好文明家庭评比”

“信用农户创评”等活动，乡风文明得到显著
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精神文明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的精神
风貌、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社会风气都焕然一新。

潭头村做到了。虽是陌生面孔，无论走到哪里，村民
们总是笑脸相迎；尽管过上富裕生活，71岁的孙观
发依然忙前忙后，热情接待八方游客；为了让游客能
在村里吃上一口热饭，主妇们放下家里的活，到“大
食堂”忙碌；时下，干部正为疫情后村里的种养合作
社、旅游开发公司下一步发展努力奔走……

推进乡风文明行动，乡亲们精气神十足；发展
精品种植，让富硒的牌子擦得更亮；创新乡村治理
体系，精心呵护村庄生态环境，留住美丽乡愁……
牢记总书记谆谆嘱托、殷殷期盼的村民们，正感恩
奋进，全力建设新时代的美丽乡村。

以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

□ 刘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