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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新华社联合国2月17日电（记者尚绪谦）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 17日提议二十国集团牵头成立一个紧急特别
工作组，筹备建立新冠疫情“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新冠疫苗分配公开辩
论会上提出这一倡议。他说，现有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
计划”旨在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应该得到足够的资
金支持。但是，仅有“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是不够的，
应该成立“全球疫苗接种计划”，凝聚科学知识、生产能力
和资金支持。他提议由二十国集团牵头成立一个紧急特
别工作组，筹备建立这一计划，并协调该计划的落实和筹
资。

古特雷斯说，疫苗公平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
的道德考验，必须保证所有地区所有人能够尽快接种新冠
疫苗。目前，疫苗接种存在地区严重不均衡、不公平现象，
10个国家的疫苗接种量占全球总接种量的 75%，而 130多
个国家迄今还没有开始接种新冠疫苗。

联合国秘书长提议建立新冠疫情“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新华社贝鲁特2月17日电（丁文栋 刘攀）中国第19批
赴黎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 17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驻黎巴
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第一季度军事能力评估。

联黎部队检查评估组重点查看了扫雷排爆、工程建筑
任务和一级医院建设情况，通过资料观看了中国维和官兵
积极参与联黎部队最危险的“蓝线”扫雷、通道维护任务和
贝鲁特灾后重建援助行动，充分肯定了中国维和部队的专
业水平和敬业精神。

经过全方位的检查评估，联黎部队检查评估组成员一
致表示中国第 19批赴黎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军事能力各
项指标均达到评估标准。

军事能力评估是联合国定期检验维和部队是否具备完
成维和任务、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能力的一项重要工作，
涉及内容多、覆盖面广，主要包括作战训练、装备管理、后勤
保障等11类99项。

中国赴黎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高标准通过军事能力评估

新华社第比利斯2月18日电（记者李铭）因与执政团
队就是否拘捕一名反对党领导人存在分歧，格鲁吉亚总理
加哈里亚18日宣布辞职。

加哈里亚在第比利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自己与
执政团队在拘捕反对党、统一民族运动党领导人尼卡·梅
利亚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他反对现在拘捕梅利亚。

此前，格检察机关指控梅利亚在 2019年 6月的抗议活
动中存在煽动暴力的非法行为。在获释后，因涉嫌拒绝缴
纳保释金，梅利亚再次受到指控。

格鲁吉亚总理加哈里亚宣布辞职

新华社华盛顿2月17日电（记者熊茂伶 檀易晓）美国
商会 17日发布报告说，如果美中全面“脱钩”，美国利益将
严重受损。报告呼吁政策制定者认真审视两个经济体之
间的深度关联，根据事实和数据制定更合理、更有针对性
的对华政策。

这份报告由美国商会中国中心和荣鼎咨询集团联合
发布，分析了美中“脱钩”可能在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领
域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报告显示，如果25%的关税扩展到所有双边贸易领域，
到 202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将损失 1900亿美
元。在投资领域，如果“脱钩”造成美国企业在华外国直接
投资（FDI）存量减少50%，美国投资者每年将损失250亿美
元资本利得。

报告分析了美国几个重要行业的具体损失。例如，在
民用航空领域，完全切断对华销售将使美国飞机制造和民
航服务领域每年损失380亿至510亿美元，16.7万至22.5万
个就业岗位将流失。在美国半导体行业，失去中国客户将
使该行业损失540亿至1240亿美元，危及超过10万个就业
岗位。

美国商会报告：

与中国“脱钩”将重创美国重要行业

新华社伦敦2月17日电（记者张家伟 金晶）英国帝国
理工学院17日发布公报说，该国临床试验方面的伦理机构
已认可了一项新冠病毒“人体挑战试验”计划，研究人员呼
吁符合条件的志愿者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

据该学院介绍，这是全球首个新冠病毒“人体挑战试
验”，志愿者为了研究需“以身试毒”。该试验获得英国政府
资助，由帝国理工学院、医疗公司 hVIVO以及伦敦皇家免
费国民保健制度信托基金会合作开展。

该项目首阶段研究将分析导致新冠病毒感染的最少病
毒量。这一阶段的研究计划招募不超过90名健康志愿者，
年龄在 18岁至 30岁间。试验将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开
展，志愿者会在专门隔离设施内接触到新冠病毒，以便研究
人员观察并分析感染过程。

英国为新冠病毒“人体挑战试验”招募志愿者

新华社华沙2月17日电（记者张章）由波兰、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 17日举行峰会，与
会领导人重点讨论了抗击新冠疫情等问题。

轮值主席国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克拉科夫瓦维尔宫举行的此次峰会象征着该集团 30年
的历史，各成员国过去 5年的合作比以往更为紧密。每个
合作机制都需要通过团结和责任应对最困难的问题，与会
领导人讨论了如何加快疫苗生产和接种，从而使欧盟经济
生活能够尽快恢复的问题。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新冠疫情是欧盟面对的严
峻挑战，加大疫苗产量并将疫苗尽快分配给各成员国是当
务之急。合作是战胜疫情、恢复生产生活的关键。他说，
与会领导人还就欧盟东部伙伴计划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维谢格拉德集团峰会聚焦抗击新冠疫情等问题

宛平城，北京丰台区一座兴建于明朝的古城，虽历经多
次修复，城墙上依然布满了密集的枪眼与弹坑。

这座古城和周遭斑驳的创伤，见证了 80多年前那个夜
幕里的腥风血雨：1937年 7月 7日，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
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
发。

激烈的枪炮声，打破了宛平城的宁静，也唤醒了中华民
族抗击侵略的战斗意志。

“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
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促进了全民
族的觉醒，凝聚了全体中华儿女抗战的磅礴力量。”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员李庆辉说。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面对空前的亡

国亡种危机，7月 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
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
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抗
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
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面抗战的中坚力量，发挥中流砥柱
作用，主要原因有 3个：一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这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根本保证；二是中国共产
党主张实行全面抗战，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提出了全
面抗战的原则，提出了论持久战的方针和一整套作战方针原
则，这是当时敌后战场的理论指导，也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和

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武装，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创建
了陕甘宁、晋察冀等19块主要的抗日根据地。”李庆辉说。

杨靖宇食棉絮、啃树皮，顽强血战直至牺牲；赵一曼不畏
酷刑，慷慨就义；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狼牙山五壮士宁愿跳
江跳崖也不向敌人屈服……英雄们的一次次壮举，汇聚了中
华民族众志成城、抗击日寇的磅礴力量。

面对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
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一往无前、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
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华夏九州到处都有“母亲叫儿打东
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景；五洲四海、异国他乡，到处
都有华侨华人“御外侮、挽危亡，愿为后盾”的积极行动……

“卢沟桥的炮声成为中华民族抗战总动员的号角，整个
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这种排山倒海、勇往直前的
力量，唤醒了沉睡的民族魂魄。”李庆辉说。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散去，“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
铿锵之音，仍久久回荡在华夏大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广场上，象征中华民族觉醒的大型雕塑“卢沟醒狮”巍然耸
立。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新华社记者 贾启龙 杨茹 韩松豫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月 18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 2020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
办理情况汇报，要求汇聚众智促进做好政府工作、推动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是
政府履职为民的内在要求，是凝聚共识做好政府工作的制度
性安排。去年，面对建议提案数量增多、办理时间短等情况，
国务院各部门克服疫情影响等多重困难，创新和完善办理工
作机制，共牵头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8108件、全国政协委
员提案 4115件，分别占建议提案总数的 88.3%和 84.9%。通
过办理建议提案，各部门共采纳代表委员意见建议约 3700
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约1500项，有力推动了“六稳”“六保”
工作，促进了脱贫攻坚、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解决民
生领域难题等相关工作，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要求，对已采
纳的意见建议要持续抓出成效。

会议指出，今年全国两会在即，要围绕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把听取代表委员意
见建议、办理建议提案作为政府工作重要内容，融入政府决
策和政策措施落实中，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好局、起好步。一是认真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听取和收集意见
建议有关工作。各部门负责人在参加列席旁听时，要认真听
取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各部门要积极拓展网络、热线值班电
话、视频连线等多种方式，与代表委员开展无障碍交流。二
是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办理建议提案
与推进各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对代表委员的意见建
议要认真研究，有的要吸收到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
纲要修改中，有的要充实到今后的相关工作或政策储备中，

将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吸收转化为做好政府工作的实招硬
招。三是进一步提高办理建议提案的质量。研究重点工作、
开展专题调研时要主动邀请相关代表委员参加，结合办理工
作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对代表性强、关注度高的建议提
案，要集中力量研究办理、重点突破。对建议提案涉及的屡
提难解的突出问题，要制定专项工作方案集中攻坚。对办
理难度大、涉及地方的建议提案，要建立部门与代表委
员、地方联动机制，共同推进办理。四是压实责任，建立
办理台账，明确时限，及时办结。办理过程中要主动向代
表委员介绍工作进展，及时反馈和解释答复内容。五是国
办要加强对办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各部门要认
真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推进办理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进一步做好建议提案办理相关信息公开工作，接受代
表委员和社会监督。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2020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情况汇报

要求汇聚众智促进做好政府工作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
新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日前颁
布施行。

《条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党章为根
本遵循，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政治建军方略，坚
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聚焦聚力备战打仗，强固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作用，发
扬优良传统，强化改革创新，对新时代军队政治工作的指
导思想、时代主题、基本任务和原则、主要内容，党对军队
政治工作的领导，政治工作部门、纪委监委工作机构、党委

政法委员会主要工作，政治干部的主要职责和素质要求，
军队政治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等作了全面规定。

《条例》是新时代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
政治建军的重要依据，是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成
果。《条例》的颁布施行，必将加强党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领
导、推动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面落实，推动军队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
席负责制，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确保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

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

新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颁布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白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摄制的八集脱贫攻坚政论专题片《摆脱贫困》将于 18日至
25日在央视综合频道、农业农村频道晚间黄金时段首播。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该片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阐释这一重要论述是中国夺取脱贫攻
坚战全面胜利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聚焦中国共产党始终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使命担当，讲述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贫困
宣战，使现行标准下近 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的故事；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
脱贫攻坚战和极具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摆脱贫困》分为《庄严承诺》《精准施策》《使命在肩》《合
力攻坚》《咬定青山》《家国情怀》《命运与共》《再启新程》八集，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解读中国脱贫攻坚，展现这一非
凡壮举和人间奇迹；从全球减贫的世界维度全方位体现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透过中国
整体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和一个个真实的扶贫故事，总结提
炼中国精准扶贫理论、扶贫模式、扶贫精神；以政论和纪实相
结合的创作手法，全面诠释“中国脱贫攻坚战是如何打赢的”
这一主题。

八集脱贫攻坚政论专题片《摆脱贫困》开播

2月18日，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裕田街道、呼兰区建设路
街道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低风险，至此，哈尔滨市高、中风险
区域全部清零。图为人们在哈尔滨湘江公园游玩。

新华社记者 王松 摄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18
日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
格形成机制，自2021年2月18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
每吨分别提高275元和265元。

这是2020年11月19日以来连续第七次上调。此次调价
折合每升上调超过2角。按50升的油箱容量计算，加满一箱
油多花超过10元。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市场原油价
格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和纽约WTI油价双双突破每桶 60
美元。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预测，支撑当前国际油
价上涨的因素并不稳固，短期内国际油价可能呈现区间波动
态势。

全国汽柴油价格“七连涨”

2月18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贵州各地开展义务植树绿化活动，为大地添新绿。
图为人们在贵州省余庆县参加义务植树。 新华社发（穆明飞 摄）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魏玉坤）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 18日数据显示，春节假期七天（除夕
至初六）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9841.6万人
次，比2019年同期下降76.8%，比2020年同期下降34.8%。

在高速公路方面，春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累计流量
21965.15万辆，同比 2019年下降 20.27%，同比 2020年上升
118.26%。

记者了解到，18 日全国预计发送旅客 2144 万人次，
其中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70万人次，公路1330万人次，水
路 48 万人次，民航 96 万人次；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流量

2949万辆。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假期最后一天，各地

交通运输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强化运输服务保障。广
州交通运输部门根据客流情况优化公交运营组织，准备了
20多条夜间加班公交线路；重庆海事部门严格渡船管理
机制，严厉打击冒雾航行、无证驾驶、超载运输等违法行
为；四川巴运集团江北客运中心站开通了校园直通车，学
生可以通过小程序、公众号、线下代办点、车站窗口、各
乡镇联网销售点购买车票，免去了学生从车站下车后再转
运的奔波之苦。

春节假期全国发送旅客比去年下降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