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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3日电 4 月 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约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扬通电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
府、中国人民向老挝党、政府、人民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示诚挚慰问和坚
定支持。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老挝都
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
国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总书记同志
第一时间向我致函慰问，老挝社会各
界给予中方兄弟般的真诚帮助，生动
诠释了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中老命
运共同体精神，中国人民铭记在心。
当前老挝国内疫情防控面临困难，我
十分牵挂。中方在最短时间内组派
医疗专家组赴老工作，并提供医疗物
资援助。中方将根据老方实际需要，
继续向老方提供全力支持和帮助。
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老挝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老挝人民一定能够
战胜疫情。

习近平表示，这次疫情再次证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
特别峰会对外发出团结一致抗击疫
情、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积极信号。
中方将继续同包括老挝在内的国际社

会一道，为早日彻底战胜疫情作出贡
献。中方愿同老方保持高层交往势
头，以落实《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
计划》为引领，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
流，稳步推进中老铁路、经济走廊等重
大项目建设，促进人文合作，加强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推动中老命
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预祝将于明年初召开的
老挝党十一大取得成功。

本扬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
挥和部署下，中国共产党发挥强大政治
领导力，带领中国人民迅速有效遏制
疫情，老方对此表示钦佩。中国共产
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世界
200 多个政党发表加强国际抗疫合
作的共同呼吁，中方并积极向有需要
的国家提供宝贵支持和帮助，充分展
现了负责任大党和大国的担当。老
方诚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
老挝疫情，中方及时分享抗疫经验，
迅速向老方派出医疗专家组和提供
医疗物资援助，再次印证了老中双方
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老
方愿同中方加强政治互信，抓紧落实
老中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促进各领
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
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扬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3日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
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突如其来，是对各国政府执政能力的
一次大考。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经过2个多月艰苦努力，
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中国人
民作出巨大努力和牺牲，为世界各国
防控疫情提供了信心、争取了时间、摸
索了经验。面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
机，国际社会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战胜
疫情。几天前，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我提倡国
际社会加紧行动，有效开展联防联控，
坚决阻遏疫情蔓延，特别是要携手帮
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
高应对能力。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疫情防控形
势最艰难时刻，非洲国家向中国提供
了不少宝贵支持，我们对此铭记在
心。我非常关心当前非洲疫情形
势。中方克服困难，积极向非盟和非
洲国家提供抗疫物资援助，组织专家
视频会议交流经验，中国企业和民间

机构也纷纷向非洲国家伸出援手。
这些都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写
照。中方将继续加大力度，对纳米比
亚等非洲国家提供抗疫援助，分享防
控经验，加强卫生领域合作，携手取
得抗疫最终胜利。相信通过共同抗
击疫情，中国同纳米比亚和非洲国家
的友谊将进一步深化。中方愿同纳
方一道，以今年两国建交 30 周年为
契机，继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加强
务实合作，推动中纳、中非关系迈上
新台阶。

根哥布表示，习近平主席带领中
国人民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展现
了卓越领导力，得到了包括非洲国家
在内的世界各国高度赞赏。在中国
政府关心照顾下，500多名纳米比亚
留学生在中国安然无恙。作为纳米
比亚和非洲最好的朋友，中方向非洲
国家抗疫及时提供宝贵援助和支持，
我深表感谢。纳中关系亲密友好，双
边合作不断拓展。纳方希望同中方
加强政府、党际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学习借鉴中方在减贫方面的成功经
验，不断推进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
总统根哥布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 （记者
吴晶 杨依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日上午在
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在全国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不断
推进的时刻，我们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既是以实际行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又是倡导尊重
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强生态保
护和修复，扩大城乡绿色空间，为人民
群众植树造林，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天朗气清，春意盎然，又到了植树造
林的大好时节。上午10时30分许，党和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集体乘车，
来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的植树点，
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这是一片面积约320亩的开阔地，
原为小型服装企业聚集的工业大院。
近年来，经过拆迁腾退和环境整治，这
里正在规划构建以植物造景为主的城
市森林公园，以满足群众游憩、休闲、健
身和文化需求。

习近平一下车，就拿起铁锹走向植
树地点。正在这里植树的干部群众看
到总书记来了，纷纷向总书记热情问
好。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随后同北
京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以及
首都干部群众一起忙碌起来。

挥锹铲土、培土围堰、提水浇灌……
习近平接连种下油松、国槐、杏梅、元宝枫、
西府海棠、金银木、红瑞木。在和煦的春风
中，挺拔的树苗错落有致，鲜艳的花朵迎风
招展，初绽的枝叶格外清新。植树现场一
片繁忙景象。参加劳动的领导同志同大
家一起培土浇水，气氛热烈。

植树期间，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群
众亲切交谈。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植树造林的优良习惯。新中国成立以
后，我们锲而不舍开展植树造林，取得
显著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爱绿、植绿、护绿不仅成为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的一致共识和自觉行动，而且正
在世界上产生积极广泛影响。我们坚
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
与，发挥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制度优势，
深入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实现了
森林资源连续增长，沙化荒漠化土地面
积连续减少，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
球生态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
做主人，良好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要体现，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
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持之以恒开展国土绿化，因地制宜，科
学规划，不刻意追求奇花异草、名贵树
木，真正做到为人民种树，为群众造福。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生态环境要有保证。开展全民义务植
树是推进国土绿化的有效途径，是传播
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载体。植树造林、
保护森林，是每一位适龄公民应尽的法
定义务。要坚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全

社会人人动手，鼓励和引导大家从自己
做起、从现在做起，一起来为祖国大地
绿起来、美起来尽一份力量。

习近平对参加植树的社区工作人
员说，社区这次防疫工作功劳很大，接
下来任务还很繁重。现在加快复工复
产，但仍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日
常防范传播等是社区的主要任务，要确
保社区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参加植树活动。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美丽中国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加

本报4月3日讯 （记者 刘晓冬）
4月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
主任石泰峰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
会议暨自治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3月27日中央政
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
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西昌市
经久乡森林火灾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
强总理批示，听取当前我区统筹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森林

草原防灭火等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情况汇
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
阶段性重要成效，但境外疫情正在加剧
蔓延，不仅使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大幅增
加，而且使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我
们要正确认识、准确把握当前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走向和动态变
化，善于运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
待问题，增强危中有机、化危为机的思
想意识和能力本领，把各项应对措施谋
划得更精准一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

实一些，牢牢把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动权。

会议强调，要突出首都机场航班经
停入境防控这个重点，抓住无症状感染
者管理这个难点，精准有效落实好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要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继续做好首都机场航班在
呼和浩特经停入境防控工作，把全程闭
环管控的防控要求落细落实，全力以赴
做好输入病例患者救治工作，加强对接
受救治患者和隔离人员的人文关怀，认
真谋划做好隔离期满和治愈人员的返

程转运工作。要坚持防控端口前移、全
程闭环管控、全部集中隔离，严密做好
境外来区返区人员防控工作。要围绕
防止疫情反弹，健全疫情及时发现、快
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
防控机制，把各项防控措施精准落实到
复工复产复课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会议强调，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
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把解
近忧和谋长远有机结合起来，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着力巩固“三去一降一补”
成果， ■下转第3版

石泰峰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
暨自治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学习贯彻中央有关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
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本报4月3日讯 （记者 戴宏）4
月3日，全区稳就业工作会暨春季网络
招聘推进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主持会
议并讲话。

布小林指出，就业事关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把促进就业工作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紧迫感，全力以赴做好稳就业各项
工作。

布小林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针对高
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士兵、就业困难人
员等群体，精准制定帮扶措施，帮助他们
实现稳定就业。 ■下转第3版

全区稳就业工作会
暨春季网络招聘推进会召开

布小林主持并讲话
本报4月3日讯 （记者 戴宏）4

月3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布小林主持召开自治区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分析研判全区
当前信访形势，安排部署今年重点工
作。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林少春，自治区副主席欧阳晓晖、衡晓

帆出席会议。
布小林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

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各级各
部门一定要自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把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自觉贯穿到信访工作各方
面、全过程，带着感情和责任解决好群众
反映的信访问题， ■下转第3版

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第3次全体会议召开
布小林主持并讲话

4月 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参加首
都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今天发布公
告，决定2020年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在此期间，全国和
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4月4日10时
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国务院公告：
2020年4月4日

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截至2020年4月3日7时

内蒙古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42例 疑似25例

4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2020年4月2日7时至4月3日7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

截至2020年4月2日24时，内蒙古自治区无症状感染者1例，现在隔
离医学观察中。

截至2020年4月2日24时，内蒙古自治区已连续44日无新增本土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