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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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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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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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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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温敏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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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各代表团将召开会议，推选团长、副
团长；审议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
案；审议大会议程草案。21日晚，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举行预备会议，

选举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会议议
程草案。预备会议后，大会主席团举行
第一次会议。21时 40分,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将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大会
发言人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问
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为有效防控疫
情，共同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新闻发
布会将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行。

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今日下午3时开幕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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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5月20日电 记者王凌
硕报道：今天下午，国务委员兼国防
部长魏凤和同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
纳通电话。

魏凤和说，疫情暴发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
民，经过艰苦卓绝努力，付出巨大代
价，有力扭转控制了疫情局势，维护
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病毒没

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国际社会必
须和衷共济、共克时艰，共同反对
和抵制病毒标签化、抗疫政治化。
中方将秉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理念，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开
展联防联控，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今年是中菲建交 45 周年，两军应以
此为契机，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
共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推

进两军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
和平稳定。

洛伦扎纳说，菲律宾高度评价中
国抗击疫情取得的积极成效和对全球
疫情防控作出的重要贡献，感谢中国
政府和军队向菲方捐赠防疫物资、分
享防疫经验，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疫
情防控等各领域合作，为维护南海稳
定共同努力。

魏凤和同菲律宾国防部长通电话

近期，美国疫情呈暴发态势，不少

美国民众对其政府在疫情防控关键期

无所作为发出指责。对此，“蓬佩奥

们”大喊其冤，百般狡辩。

其实，说句公道话，疫情发生以

来，这些政客真没闲着。只不过，他们

没有把心思用在防控本国疫情上，而

是一门心思给别国添乱、添堵。

中国忙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时，

他们却一边将黑手伸向中国新疆、台

湾、香港，借着通过所谓“法案”，频频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一边抛出“中国制

造了病毒”“中国隐瞒了疫情”等荒唐

论调，妄图在国际社会污名化中国，陷

中国于道义险境。这种趁火打劫的丑

恶伎俩，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说到趁火打劫，“蓬佩奥们”绝对

称得上“惯犯”：但凡嗅到些许机会，

便迫不及待扑将上去。他们曾趁着

伊朗国内局势动荡，出台制裁措施施

以高压；也曾趁着卡塔尔与沙特等国

交恶，玩起“两头通吃”的把戏；还曾

趁着香港修例风波，打着“民主与人

权”的幌子，明目张胆为激进暴力分

子撑腰打气。

深究起来，“蓬佩奥们”岂止惯于

趁火打劫，更善于放火纵火！这些人

先是煽风点火，继而趁火打劫，偶尔还

假惺惺灭火，唱了“红脸”唱“白脸”，轮

流登台，多番表演，好不热闹。

看看中东等地区的乱象：伊拉

克、阿富汗多年的动乱，难道不是美

国发动“两场战争”导致的？叙利亚

等国持续动荡，美国大力推动的“阿

拉伯之春”脱得了干系吗？巴以冲突

不断加剧，还不是缘于美国播下的动

荡火种？

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却总在放火

之 后 ，趁 火 打 劫 收 割 地 缘 政 治 利

益。“蓬佩奥们”甚至还摆出“救世

主”的姿态，自诩为“天使”，号称“带

来了和平”。

“蓬佩奥们”的做派可笑更可耻。

他们惯于以“警察”之名，行“盗贼”之

实，一边喊抓贼，一边去做贼。他们把

霸权主义美化成主持公道，把散播谣

言包装为言论自由。

“蓬佩奥们”的下场注定是可悲

的。有句话说得好：“善恶到头终有

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句话在“蓬

佩奥们”身上一次次得到应验。比如

在中东，任凭“蓬佩奥们”如何吹嘘，美

国都无可挽回地信誉扫地。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蓬佩奥们”

但凡用点心思在正道上，疫情也不至

于在其国内蔓延至如此程度。由于防

控混乱不堪，美国民众深受其害，越来

越多追求正义的美国人民发出质疑和

抗议，蓬佩奥本人还被美国媒体归入

“史上最差国务卿”之列。

本国乱象丛生，却依然唯恐天下

不乱。不断给国际合作拆台、对和平

事业釜底抽薪的“蓬佩奥们”，已经成

为世界和平事业的公敌，其下场注定

是可悲的。须知，趁火打劫者，终将落

得引火自焚的下场。

趁火打劫者必引火自焚
—揭批借新冠肺炎疫情抹黑攻击中国的叵测居心（二）

■钧 声

5月 21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将在京召开；

5月 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将在京召开。

这是一次特殊的“两会时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众
志成城，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因抗疫而推迟召开的两
会，必将有力巩固防控成果，加快
推动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激励
14 亿中华儿女向着既定目标任务奋
勇前行。

这是一个非凡的“中国时间”——
作为率先有效控制国内疫情的国家

之一，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稳定器和动
力源，中国召开的这次两会将释放保持
定力、开放合作的鲜明信号，彰显携手
前行、共克时艰的中国担当，为世界注
入强大信心和力量。

不同寻常的两会，

标注影响深远的历史

方位

“小满天天赶，芒种不容缓。”5月 20
日，正是小满时节。放眼神州大地，从农
田到工厂，一派忙碌景象——

麦浪滚滚、穗头渐垂，小麦正处于即
将成熟的灌浆期……全国人大代表、河
南辉县市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赴京
开会前夕还来到麦田里查看小麦长势。
“不误农时，力争丰收！”

今年疫情给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带
来挑战，裴春亮一方面组织科学抗疫，全
村上万人无一人感染；另一方面科学有序
开展麦田返青浇灌、大棚育苗等春耕备耕
和种植基地建设，组织扶贫电商、酸辣粉
厂复工复产。“我们村已实现脱贫，今年计

划发展 1500家淘宝店铺，建设农村电商
孵化园。”谈起发展思路，他信心满满。

清晨 5点 40分起床，6点出门，扫健
康码、测体温、坐通勤车，7点 15分准时
站上操作工位。自 3月底企业逐步复工
复产以来，全国人大代表、神龙汽车武汉
工厂焊装钣金工杨祉刚铆足了干劲：“我
要和工友一道，开足马力，抢回产能，把
延误的时间夺回来。”

参与购物节，发送消费券，实现商旅
联动……“五一”期间，月星集团旗下的上
海环球港客流量同比增长18%，销售额增
长25%。全国政协委员、月星集团董事局
主席丁佐宏说：“特殊时期更要发扬企业
家精神，聚人气、汇商气，战胜疫情挑战。”

……
再展生机的中国，正在忙起来、动起

来、跑起来。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上，到处可见代表
委员们忙碌的身影。 （下转第二版）

不同寻常的两会 万众一心的力量
—写在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

5月17日，空降兵某旅组织武装跳伞训练。 何三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