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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4 月 1 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

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

会主席冯德莱恩。

习近平指出，8 年前，我提出中国

愿同欧洲一道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

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中方的这一愿

景至今未改变，当前形势下更有现实意

义。中欧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深厚合作

基础，中方对欧政策保持稳定连贯，希

望欧方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奉行自主

的对华政策，同中方一道，推动中欧关

系行稳致远，为动荡的世界局势提供

一些稳定因素。

习近平强调，中欧要做维护世界和

平的两大力量，以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应

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要带头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共同

抵制阵营对抗思维复活、反对制造“新

冷战”，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

习近平指出，中欧要做促进共同发

展的两大市场，以中欧开放合作推进经

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将坚定不移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欢迎欧洲企业来华

投资兴业，希望欧方为中国企业赴欧投

资发展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性的环

境。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探索中

国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同欧盟“开

放性战略自主”经贸政策的契合点。

习近平强调，中欧要做推动人类进

步的两大文明，以中欧团结协作应对全

球性挑战。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

导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全球治理

观，继续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

多样性合作，携手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欢迎欧方支持和参与全球发展倡议。▲ ▲

（下转12版②）

习 近 平 会 见 欧 洲 理 事 会 主 席
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3·21”东

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发生后，党

中央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妥善处置善

后，并委派国务院领导同志赴广西梧州

指导工作，3 月 24 日又专门对安全生产

作出重要指示，31 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应急处置情况汇报，

专题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并发表重要

讲话。

习近平在 24 日重要指示中指出，最

近一段时间，交通、建筑、煤矿等方面安

全 事 故 多 发 ，特 别 是“3·21”东 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习近平强调，安全生产要坚持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

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从实际工作看，仍

有一些地方和行业安全责任没有压紧压

实，工作措施没有抓实抓到位。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

和安全，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

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决不能麻痹大

意、掉以轻心。对在安全生产上不负责

任、玩忽职守出问题的，要严查严处、严

肃追责。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力

亲为、靠前协调，其他负责同志要认真履

行各自岗位的安全职责，层层落实到基

层一线，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在全国深入开展安全大检查，严厉打

击违法违规行为，采取有力措施清除各

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确保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

安全，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坚决遏制重特

大事故发生。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行

动，深刻汲取近段时间安全事故的教训，

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大检查，及时整

治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坚决严惩矿山、危

化、建筑、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

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对敷衍塞责、工作不

力的要严肃问责。要强化系统治理、源头

治理，集中攻坚制约安全生产的突出矛

盾，加快重大安防工程建设，夯实安全生

产基础，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日前在北京

召开，对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面加强安

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安委会主任刘鹤在会上讲

话，国务委员、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王

勇、赵克志出席会议。
▲ ▲

（下转12版①）

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

4月 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新华社 发
湖南日报 4月 1 日讯（全媒体记者

孙敏坚）3 月 31 日晚，省委副书记、省长

毛伟明赴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主持召开

工作会议，专题研究、贯彻落实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做好 2022 年清

明节假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部署全省清明假期疫情防控工作。

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疫情防控作

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全面落实四方责

任，努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防控

成果。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殿勋，省政

府秘书长邓群策参加。

会上，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厅、省通

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广铁集团长沙

办事处、省机场管理集团等单位汇报有关

情况。毛伟明充分肯定我省前段疫情防控

取得的成绩。他说，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全

省上下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为实

现全省疫情防控总体平稳、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

毛伟明指出，当前我省面临着“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严峻挑战。尤其是清明

节将至，人流、车流和聚集性活动可能增

多，必须对复杂形势研究得更深一层，估

计得更充分一些，工作布置得更周密一

点。要牢固树立严的主基调，紧盯清明节

这个“关键时段”，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未出现疫情和已清零的地区，

要把“外防输入”作为主阵地，坚决守好

主阵地；已出现疫情尚未清零的地区，要

把“内防反弹”作为主战场，坚决打好歼

灭战；要全力抓好“十条措施”，确保疫情

不“失控”、发展不“失速”。一要强化宣传

引导。倡导文明祭扫方式，通过媒体宣

传、短信提示、发出倡议书等方式，提倡

外地亲友非必要不返乡、不跨区域祭扫；

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二要强化入湘人

员管理。严格执行“入湘先报”“入湘即

查”“入湘即检”“入湘即管”措施，全面加

强入湘人员排查管控，落实好个人防护

责任，并尽力提供必要服务。三要强化重

点场所管控。严格落实机场、汽车站、高

铁站，以及学校、医院、监所、养老院、冷

链物流等重点区域和场所管控措施。四要

强化疫情应急处置。发生疫情的地区要以

快制快，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赛跑，在最短

时间阻断传播链条，以最快速度实现动态

清零。五要强化防控责任压实。压实四方

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形成完整高效

的工作体系和责任链条。要强化督查问

责，对疫情防控中麻痹懈怠、落实不力、失

责失职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关心关爱一

线防疫人员，全力保持居民正常生活、企

业正常生产秩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奋

力夺取本轮疫情防控战的胜利。

毛伟明在全省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强调

正确引导 周密部署
做好清明假期的疫情防控工作

宁心

序春草绿，又到清明。4 月 3 日起，就是连续三

天的清明小长假了。眼下正处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段，这个本可以踏青赏花、郊游访友的假期，不得

不让人收紧“放飞的心情”。

3 月以来，“升级迭代”的奥密克戎变异株隐

匿性强、传染性强，全国面临常态化疫情防控形

势最为严峻的挑战。我省有多地报告外省入湘人

员确诊病例，长沙近日出现的一波校内疫情更令

人揪心，病毒输入和扩散风险不可低估。疫情犹

在，安全为上。力争在最短时间内阻断传播链条，

守牢不发生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用最小代价

实现最大防控效果，以最快速度实现动态清零，

是当前全省的头等大事。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能胜利”。深刻认识

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不动摇，以最坚决、最有力、最有效举措全力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严格控制清明节期间

各类聚集性活动，尽可能降低人流密度，严防人

员聚集；坚持非必要不返乡、不跨区域祭扫，严防

疫情向农村地区扩散蔓延……是今年清明节必

须谨记于心的守则。

心有所戒，始得清明。清明节期间，倡导外地

亲友不跨区域祭扫，鼓励网上祭扫、错峰祭扫等，

为的是尽量减少跨地区人员流动，巩固疫情防控

成 果。守牢清明防控关口，不仅仅是民政部门的

事情，而是全省上下必须齐抓共管的工作。层层

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四早”要求，管好自己的人、

守好自己的门，方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团

结一心共同抗疫。

“外防输入”是突出重点。要加强航空口岸、

港口、火车站、城市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单位的

防疫管理，加大对入湘返湘人员的信息报备和排

查管控力度，严把“入口关”；多地学校作出清明

不放假的调整，要突出做好学校、医院和人员密

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场所的管控。“内防反弹”亦

不可掉以轻心。倡导网络祭扫、居家追思等文明

低碳绿色祭扫方式；实行安全祭扫，严格落实限

流、错峰等要求。时刻绷紧心弦，层层压实责任，

努力做到“零输入”“零外溢”，方能构筑防控疫情

的“铜墙铁壁”。

为人民而战，靠人民而胜。守牢清明防控关

口，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好头、示好范，自觉做文

明新风的宣传者、推动者和示范者，既当防疫一

线的“急先锋”“主心骨”，又做保障人民群众正常

生产生活的“服务员”“贴心人”。

▲ ▲

（下转2版②）

守好清明关口 坚持就是胜利

永葆自信自强精神力量 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 毛伟明

2版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学文

疫情当前，有一群人令我们感动：

他们不怕危险，逆行而上；

他们挺身而出，为居民生产生活排

忧解难；

他们捐款捐物，不图名利……

这个特殊的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志愿者”。

这个特殊的群体，有一身特殊的装

备——“红马甲”，那是一种给人温暖的

颜色！

这个春天，我省共有 2.1 万多个志

愿服务组织（团队）、120 余万名志愿者

投身疫情防控，用爱心汇聚战“疫”力

量，书写了诸多动人的故事。

防控一线，爱心汇聚

4 月 1 日，省人大代表李丽，天心区

人大代表、志愿者万强，得知长沙市天

心区青园街道湘园社区防疫物资不足，

立刻捐赠一批口罩，并买来点心慰问工

作人员。万强还组织 20 多位志愿者，在

青山小区、“湖光山色”多个点进行核酸

检测采样、维护现场秩序。

新一轮疫情来袭，我省各地志愿者

纷纷请战，奔赴抗疫一线。

在长沙，3 月 17 日以来，天心区发

动 4.6 万余名志愿者参与服务，开展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 3600 余场次，共

服 务 群 众 277 万 余 人 次 。宁 乡 市 共 有

500 多支志愿服务队伍、3 万余名志愿

者坚守在村（社区）、农贸市场、居民小

区，累计开展各类疫情防控工作近 20万

人次。浏阳市 5 万多名志愿者自发参与

到志愿服务中。

在株洲抗疫一线 ，总能见到不少

“银发”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用无私奉献

诠释着“株洲温度”。“你好，请问你家有

外地回来的吗？”4 月 1 日一早，攸县江

桥街道西阁社区，穿着“红马甲”的蔡继

元一户户敲门，对居民进行摸排。63 岁

的蔡继元是有 27 年党龄的老党员，退

休后依然关注社区工作，听说社区需要

志愿者，他立马报了名。西阁社区常住

人口有 1.1 万多人，其中不少是租户，防

疫工作量大。 ▲ ▲

（下转2版①）

“红马甲”，爱心暖人心
——湖南广大志愿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奕樊

通讯员 王小益

在疫情大考面前，我省各级人大代表

带头宣传贯彻《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科学精准及时有效做好全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充分发

挥来自人民、根植人民、密切联系群众的

优势，积极活跃在各条战线，或白衣执甲

出征，或伸出奉献之手，在抗击疫情的前

沿阵地展现代表担当、贡献人大力量。

白衣执甲，守护人民生命安全

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无数的白衣

天使冲锋在一线，筑牢疫情防控堡垒，扛

起了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大旗，这其中，

就有各级人大代表的身影。

2 月 15 日，郴州市报告 2 例输入性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市第一人民医院成

为疫情防控的重要阵地。次日凌晨 3 时，

在全国人大代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雷冬竹和医院医护人员的通力合作

下，医院启动了新冠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5 小时内，完成南院住院病人、陪护人员

和职工共 745 人的核酸检测；10 小时内，

完成第 2 轮人员摸排，锁定了 62 名重点

人员……在雷冬竹的带领下，白衣天使们

抢抓 24小时，努力以最快速度遏制疫情

传播蔓延，把社会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自怀化市鹤城区进入疫情防控紧急

状态以来，洪江区区乡两级人大代表马

丽、雷海燕、李才香积极响应疫情防控的

号召，星夜奔赴鹤城，支援怀化主城区抗

疫工作。中方县人大代表、泸阳镇卫生院

院长丁吉昌带领全院职工设置四个核酸

检测点，每天出动医务人员 20 多人，截

至目前完成 2 万余人次检测任务。

宁乡市人大代表、金洲镇卫生院副

院长谢宁是一名基层医务人员。在全员

核酸检测中，除了手把手地对村卫生室

人员进行核酸采样培训，她还全程参与

了 14 所中小学、幼儿园及企业的核酸采

样工作。 ▲ ▲

（下转12版③）

将履职担当镌刻在抗疫一线
——全省各级人大代表携手同心战“疫”

4月 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