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责任编辑：卫宁 德格吉日呼 版式策划：王艳艳 制图：王霞

2022年3月1日 星期二/ 国内新闻 /

新华社北京2月 28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8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
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国人
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决
定免去李纪恒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
唐登杰为民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
分别签署第108、109号主席令。栗战书
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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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
会议原则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稿，并委托栗战书委员长代表常
委会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报告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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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李玉妹为全国人
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纪恒为全
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免去郭雷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职务，任命欧阳昌琼为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草案，决定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预备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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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肖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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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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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行第二十七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员
长主持。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中
国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黄
惠康作了题为《从战略高度认知和推进
涉外法治建设》的讲座。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

决定任命唐登杰为民政部部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栗战书主持会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于2022年2月28日的决定：

免去李纪恒的民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唐登杰为民政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2年2月28日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〇九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
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22年2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3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2年2月28日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〇八号）

□新华社记者 刘敏 于涛 董博婷

同习近平总书记见面是在2017年
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
疆代表团审议现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巴什玉吉
买村党支部书记买买提依布热依木·买
买提明代表，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见到总
书记，“就像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亲切而
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此前给库尔班大叔的
家人回过一封信。那天在会场上，买买
提依布热依木将库尔班大叔家人托他带
来的“全家福”照片拿给总书记看。

“真是人丁兴旺啊。”
习近平总书记一边端详照片一边

说：“我上小学时就从课文里读到库尔班
大叔要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的故
事。”

总书记的赞许和关怀，让会场的气
氛更加活跃。

总书记关心地问道：“你们和田地
区，农村耕地少。你那个村每家有多少

地啊？”“现在种粮食还是种果树了？”
买买提依布热依木心里很感动：“新

疆距离首都那么远，可总书记的心与我
们贴得这么近！”

就是在那一次审议中，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把南疆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主战
场，实施好农村安居和游牧民定居工程、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完善农牧区和边
境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努力让各族群众
过上更好生活。

让买买提依布热依木惊喜的是，第
二天傍晚，在全国两会少数民族代表委
员茶话会上，又见到了总书记，还坐在总
书记身旁。

总书记亲切地同他交流，还为他讲
解现场演出节目的特色。

节目一个接着一个，买买提依布热依
木的心也跟随歌声去到了祖国的山山水
水。买买提依布热依木知道，这许多地方

总书记都去过，中华民族大家庭都装在总
书记心里。“我们新疆好地方……”的旋律
在耳边响起，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从那以后，每当遇到困难，他总会想
起与总书记见面的场景，总会想起总书
记的嘱托。他心里有一个信念：“不能辜
负总书记的嘱托。带领乡亲们团结致富
奔小康，多大的困难也要上！”

那是2019年，脱贫攻坚关键一年。
为建设种兔养殖帮扶项目，买买提依布
热依木搬进工地旁的帐篷里一住就是
85天。

乡亲们有了困惑，他第一时间赶回
村里开谈心会。

“养兔比养羊收益高。”他先算上一
笔账打消乡亲们不愿养兔的顾虑，“一只
兔子一年生40只，30元一只就是1200
元。”

“管理兔舍的员工都用咱村民，月工
资2000到 3000元，一年就是三万元。”

他继续说。
“要先把兔舍建起来才能见效益。

铺水管、架电线、运材料工地上正需要人
手。”

……
买买提依布热依木回答着村民们的

问题，再一次将总书记对新疆发展的重
视和对百姓生活的关怀讲给大家听。

一遍遍入户沟通，大伙儿的顾虑少
了、信心足了。不出一个月，一支建设队
伍集结起来，种兔养殖项目顺利开展。

2019 年，一座现代化兔舍验收成
功，第一批5万只种兔全部到位；70多名
村民培训上岗成为兔舍员工。村里帮扶
产业越来越多，效益越来越好。

2022年新春，阿瓦尼沙汗·图尔荪
托合提家的小院满是欢声笑语，一窝入
户养殖的种兔茁壮成长。这位曾经对养
兔子顾虑重重的大娘，全家去年增收
200%，搬进了 120平方米的富民安居
房，大沙发、大彩电一个不少。买买提依
布热依木走进大娘家的小院，阿瓦尼沙
汗脸上笑开了花。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他和我们心贴心”
新华社北京2月 28日电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28日发表《2021年美国侵犯
人权报告》，揭露美国侵犯人权的真相。

报告分为序言、操弄疫情防控付出
惨痛代价、固守暴力思维威胁生命安全、
玩弄虚假民主践踏政治权利、放纵种族
歧视加剧社会不公、背离人道主义制造
移民危机、滥用武力制裁侵犯他国人权，
共七部分。

报告称，2021年，劣迹斑斑的美国
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政治操弄导致新
冠肺炎死亡病例激增，枪击事件致死人
数再创新高，虚假民主践踏民众政治权
利，暴力执法让移民难民的处境更加艰
难，针对少数族裔特别是亚裔的歧视攻
击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美国单边主义
行径在全球制造了新的人道灾难。

报告称，美国操弄疫情防控付出惨
痛代价。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
设备和技术，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
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自新冠肺炎疫
情在美国暴发以来，疫情防控始终被高
度政治化，政客只关注政治私利，却无视
民众生命健康。

报告显示，美国固守暴力思维威胁
生命安全。美国2021年共发生693起
大 规 模 枪 击 事 件 ，比 2020 年 增 长
10.1%。枪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对公众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报告指出，美国玩弄虚假民主践踏

政治权利。总统选举的全国范围初选完
全受富人、名人、媒体和利益集团的操
纵，民众投票支持的总统参选人往往不
真正代表民意。尽管自身民主实践和国
际形象一败涂地，美国政府却高调举办
所谓的“领导人民主峰会”，将民主政治
化、工具化，大搞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分
裂世界。

报告强调，美国放纵种族歧视加剧
社会不公。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

“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
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
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
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
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报告认为，美国背离人道主义制造
移民危机。移民难民危机已沦为美国党
派攻讦与政治斗争的政治工具，政府朝
令夕改、暴力执法，移民群体遭受超期羁
押、酷刑和强迫劳动等不人道待遇。

据报告，美国滥用武力制裁侵犯他
国人权。美国一贯奉行霸权主义、单边
主义、干涉主义，以强权挑战公理，以私
利践踏正义，肆意侵犯他国人权，已成为
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最大阻碍者和
破坏者。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发 表
《2021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新华社记者 杨静

寒潮过后，云南省会泽县新城的搬
迁安置区暖阳高照。随着安置区孩子们
陆续开学，在妇女儿童中心忙了一个月
的吴赞平终于可以轻松点了。

吴赞平是会泽新城妇联项目点的社
工，去年开始在安置区做群众的融入发
展工作。在刚过去的寒假，她和8名大
学生志愿者为40多名搬迁家庭的孩子
定制了“专属课程”。

上午做寒假作业，下午培训安全知
识、做手工艺品、演情景剧……吴赞平
说，持续的培训让孩子们越发活泼开朗。

“他们还把学到的知识告诉家长。”
吴赞平说，在开展垃圾分类、小动物讲卫
生等情景剧后，一些家长还来到中心详
细了解具体的做法。如今，不少搬迁群
众也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作为全国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县城
集中安置区，会泽新城容纳了8万余人，
群众多从偏远山区搬迁而来，要融入城

市生活，需从教会他们用电梯等简单小
事做起。

“搬迁群众变成了新市民，就要有
新面貌。”会泽县乡村振兴局负责人介
绍，让搬迁群众实现“要我干”向“我要
干”的转变，就要大力推进扶智扶志工
作，引入社会工作组织是当地持续开
展扶智扶志的一个缩影，他们用群众
乐于接受的方式，摒弃不良习俗，扭转

“等靠要”思想，从而开阔视野、补足素
质短板。

“雪花纷飞，要有责任担当，要让贫
穷成为过去，要让生活有所保障……”这
是会泽新城搬迁户王文选送桶装水途中
发的一条朋友圈。

2019年，王文选一家从半山腰的土
墙房里搬至会泽新城，王文选也在社区
的帮助下开始送桶装水，改变了过去守
着几亩玉米地、花生地过活的日子。“政

府给了我们好政策，自己也要加油干。”
王文选说，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在上学，他
们是家里的希望，为了他们什么苦都不
怕。

在脱贫攻坚期间，云南有近150万
人因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过去的生活。
面对如此多的搬迁群众，做好搬迁后续
帮扶工作依然重要。

“针对搬迁群众，去年我们发放了
125 亿元创业贷款，转移就业 48 万余
人。”云南省乡村振兴局负责人介绍，他
们积极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强
化社区治理和社会融入，加强产业创业
扶持，确保“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
富”。

康恩家园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最大的
搬迁安置点，位于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保
和镇永宁社区。在安置点的康恩家园制
衣厂，制衣厂主管、搬迁群众武治军正在

分配制衣计划。
武治军过去在福建、广东等地务工，

去年，随着搬迁点的制衣厂开始运营，为
了照顾家人，他选择就近务工。起初每
月工资不到3000元，但随着自己技能的
提升，他开始担任小组长、主管，现在每
月有5000多元收入。武治军说，制衣厂
是当地引进的一家企业，提供了100余
个就业岗位。

过去搬迁群众思想较为封闭，害
怕与外界接触，更多依靠以前的土地
增收。“发展产业和保障就业是搬迁
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措施。”永宁社
区党委书记苟松说，政府在安置点成
立就业服务站，详细介绍企业情况、
工资待遇和劳动力需求，开通点对点
劳务输出班车，提供就业补贴、技能
培训等方式，让搬迁群众最大限度实
现就业。

如今，在云南的搬迁安置点，群众有
了增收的技能，有了持续增收的产业，在
幸福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稳。

（新华社昆明2月28日电）

多措并举写好搬迁“后半篇”
——云南聚力帮扶搬迁群众开启振兴生活

新华社北京 2月 28 日电 （李晓
明 孙好鹏）退役军人事务部与中国银
联、中国石油、中国邮政、顺丰集团、德邦
快递、中国联合航空等6家企业28日在京
签署《拥军优抚合作协议》，拓展退役军
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使用场景，进一
步提升优待证持证人的获得感和荣誉感。

记者在签约仪式现场了解到，退役
军人事务部与中国银联、中国石油、中国
邮政、顺丰集团、德邦快递等5家企业签
署的协议将于2022年4月8日生效，与
中国联合航空签署的协议将于2022年
6月1日生效。协议生效后，上述6家企
业将按照“优待与贡献匹配”的原则，结
合自身业务领域，为不同的优抚对象提
供不同幅度优惠服务和专属优先服务。

此外，中国邮政还将向退役军人关爱基
金开展捐赠活动。

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申
领工作于2021年12月14日正式启动，
各地正在有序推进优待证申领发放工
作，首批优待证已进入制作环节，将陆续
发放至申请人。目前，退役军人事务部
和6家企业正在推进信息系统改造、对
接、调试等准备工作。待完成后，将及时
发布享受相应优待服务的具体流程。

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钱锋表示，
优待证合作的大门永远敞开，退役军人
事务部真诚地欢迎更多社会组织和企业
加入到优待证的“朋友圈”，共同为退役
军人、其他优抚对象拓展更多更宽服务
空间，提供更多更好优待服务。

退役军人事务部与6家企业签署
合作协议 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

总书记和代表委员的故事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安蓓 李爱生

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为进一步提高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我国近两年持
续加力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为疫情
防治“雪中送炭”。

疫情暴发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及
时调整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结
构，共安排456.6亿元用于重大疫情救
治基地、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健康扶贫、
中医药传承创新等项目建设；2021年安
排300亿元支持省市县三级疾控、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县级
医院提标扩能等项目建设；今年将继续
安排不低于300亿元支持卫生健康领域
项目，持续改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
有效提升疫情防控救治能力。

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支持全国
72个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建设，总投资约
426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约 72
亿元，地方资金及其他资金 354亿元。
各依托医院边开展疫情防控和集中收治
工作，边进行传染病区、重症监护病区、
实验室等改造升级，切实发挥了疫情防
控中坚作用。1597个县级医院提升项
目总投资约686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

投资约 212 亿元，地方及其他资金约
474亿元，为筑牢基层疫情防控基础、打
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了坚实医疗保障。此外，“平疫结合”推
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
将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与提升医疗服
务水平相结合，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和区域均衡布局，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疾控体系、中医
药传承创新等项目建设，提高了相关地
区传染病救治能力和综合诊疗水平，为
实现“大病不出省”的目标提供了有益探
索和重要支撑。

记者了解到，各地在加快项目建设
和投资计划执行的同时，进一步落实主
体责任，着力补齐能力短板，切实提升传
染病检测、发热门诊接诊、可转换传染病
区收治等能力，改善可转换重症监护病
区收治水平，补齐实验室检测能力短板，
加强地市级城市生物安全二级（P2）实
验室建设，健全医疗废弃物收集转运处
置体系，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医疗物资储
备达标，提高应急救援水平，地市级及以
上城市呼叫接听率和响应时间实现“一
升一降”，并形成应急医疗资源启动预
案，为更加科学有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提供支撑。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为疫情防治“雪中送炭”
——我国持续加力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 2 月 28 日拍摄的张家口颁
奖广场的北京冬残奥会形象景观。
随着北京冬奥会闭幕，张家口颁奖广
场进入北京冬残奥会转换期，目前，
颁奖广场的形象景观已更换到位，无
障碍设施完善、仪式演练等工作正加
紧进行。张家口颁奖广场将在北京
冬残奥会期间举办44场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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