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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
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令人痛心！“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
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
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

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提
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
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2013年 1
月，习近平就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此后，习近平又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
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
惩戒机制，切实遏制公款消费中的各种
违规违纪违法现象，并针对部分学校存
在食物浪费和学生节俭意识缺乏的问

题，对切实加强引导和管理，培养学生勤
俭节约良好美德等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贯
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采取出台
相关文件、开展“光盘行动”等措施，大力
整治浪费之风，“舌尖上的浪费”现象有
所改观，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餐
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一些
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关部门
正在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制
定实施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社会深入
推进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1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11日下午表
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
人士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
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
宇、陈薇（女）“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涌现

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为了隆
重表彰在这一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功
勋模范人物，弘扬他们忠诚、担当、奉献
的崇高品质，根据宪法、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法，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作出关于授予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

授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

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家最高荣誉，有利
于大力宣传抗疫英雄的卓越功绩和光辉
形象，强化国家尊崇与民族记忆；有利于
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充分展示中华
儿女众志成城、不畏艰险、愈挫愈勇的民
族品格，为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凝
聚党心军心民心。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授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
杰出贡献的人士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为了隆重表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弘扬他们忠诚、担当、奉献的崇高品质，
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决定，授予下列
人士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一、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
二、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女）“人

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 8月 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五十三号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11日
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
决，通过了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契税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决定免去
苗圩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职务，任命
肖亚庆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免去雒
树刚的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职务，任命胡
和平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国家主席
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51、52、53、54号主席
令。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4 人出席会议，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

行职责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授权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
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
作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家胜为全国人
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
宋普选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刘粤军为全国
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
罗东川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审判员
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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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国
务委员赵克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国
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
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十八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员长
主持。财政部部长刘昆作了题为《我国
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讲座。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契税法 通过关于授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 决定任命肖亚庆
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胡和平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栗战书主持会议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

习主席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培养节约习

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的氛围。习主席的重要指示，站在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弘扬良好社会风尚

的高度，鲜明指出餐饮浪费行为的严

重危害，明确提出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的具体举措。我们要认真贯彻落

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制止

餐饮浪费工作，持续深化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

痛心！”餐饮浪费不是小事，事关我国

粮食安全，事关社会道德风尚，事关

良好作风养成。一个人浪费一点粮

食不显眼，全社会加起来就是一个天

大的数字。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

丰收，但再大的家底也抵不住浪费的

侵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无

论是疫情敲响的警钟，还是脱贫攻坚

的号角，都不允许我们有丝毫餐饮浪

费的行为，都需要我们坚决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习主席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

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

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2013年1月，习主席就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此后，习主席

又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以刚性的

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

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切实遏制

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

象，并专门对培养学生勤俭节约良好

美德等提出明确要求。我军坚决贯彻

落实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

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军委十项

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大力正作风、

纠“四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为广

大官兵的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精神状

态、一种生活方式，“光盘行动”等措施

持续推进，制止餐饮浪费工作走在前

列，军队作风形象赢得广泛赞誉。

艰苦奋斗、勤俭建军是我军的优

良传统。我军历来以勤俭节约为荣、

以铺张浪费为耻。今天，我们要推进

新时代强军事业，更加需要大力整治

浪费之风，使每一分钱都花出最大效

益。全军要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

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深入推进部

队节能降耗、资源节约工作。要进一

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

在军营大力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的氛围。广大官兵尤其是领导干部要

把勤俭节约当作传家宝，坚持从小事

做起、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带头

抵制“舌尖上的浪费”，带头反对奢靡

之风，带头摒弃盲目攀比，切实以自身

的模范行为带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蔚然成风。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本报评论员

人物简介：仲月霞，女，汉族，中共

党员，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

理处主任护师，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火神山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先后

参加抗击非典、抗震救灾等任务，曾获

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先进个人、全

国巾帼建功标兵、陕西省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2次荣立三等功。

“这是一种本能，就像战士听到冲
锋号。”

除夕，仲月霞婉拒了医院领导让夫
妻俩留下一人照顾家中老人的好意，与
身为消化病学专家的丈夫王新，于次日
凌晨携手登上驰援武汉的飞机。

仲月霞是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护理处主任护师，也是国内急重
症护理及传染病护理专家，在疫情防
控、防护培训、重症急救等方面有着丰
富的经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听
说单位要抽组医疗队支援武汉，她毫
不犹豫地递交了请战书。
“我们提前进驻一分钟，病人就多

一分生存的希望。”到达武汉后，仲月霞
和几名医疗专家打头阵，带领 4名护理
骨干，进入武昌医院病区了解患者病情
和病区环境，仅用 1天就全面理顺了医
院的感控管理和诊疗流程。

刚到武汉时，她和几位护士长商
定“所有病房护士长先进，所有操作党
员先上”，给年轻护士作示范、增底
气。病房改造完成后的第一个夜班，
仲月霞二话不说穿起隔离服，走上工

作岗位。在武昌医院，她和 8名同事包
揽了 50多名患者的全部护理工作。

2月初，接到上级命令，仲月霞带
领战友转战火神山医院。这一次，她
负责医护人员防护知识和操作技能培
训，以及流程监督落实等工作。她形
容自己是拿着“放大镜”端详防护装
备，捧着“显微镜”审视穿脱细节。
“手消！手消！”这是仲月霞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在她的指导下，医护
人员养成了弯腰摘防护面屏、在“红
区”行走时手始终放在胸前位置、每脱
一件防护服就进行一次双手消毒等防
护习惯。流程虽烦琐，但大家都懂，这
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更是实现“打胜
仗、零感染”必须坚守的黄金法则。

能否通过营养支持和心理干预来
改善患者预后？作为火神山医院护理
部副主任，仲月霞与同样转战火神山
医院的丈夫王新一起探讨，和营养科
的专家共同商量，研究出一套针对新
冠肺炎患者的饮食方案。此外，她还
主动联系专家为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一位老奶奶在与家人视频通话时
说：“我在这儿都长胖了！解放军对
咱很好，你们都放心吧！”随着饮食方
案的推广，很多患者食欲增加了，精
气神明显好转。对仲月霞来说，这是
最开心的事，“我也算是一个经历了

生死考验的老兵，可每次看到照顾过
的患者病情好转，还是抑制不住内心
的激动。”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这天，仲月

霞如往常一样来到病房，3位患者送给
她纸折的花表达谢意，当时她眼眶就红
了。就在前一天，“一线医务人员抗疫
巾帼英雄谱”发布，仲月霞榜上有名。

结束 84天的奋战，离开武汉那天，
仲月霞深有感触地说：“如今要走了，
也迎来了患者清零的朝霞，我觉得很
幸福。”

上图：仲月霞近影。

梁嘉赫摄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理处主任护师仲月霞—

奋战84天，迎来患者清零的朝霞
■丛墨涵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通讯员 徐腾跃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8月10日，新疆军区某团工程防化连组织桥梁架设与撤收训练，锤炼复杂地形条件下战场道路通行保障能力。

本报特约通讯员 袁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