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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
专家代表座谈会强调

全面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王沪宁韩正出席

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 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的高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守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

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 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

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要站位全局、着眼长远，聚

焦面临的老难题和新挑战，拿出实

招硬招，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 要科学研判体育发展面临

的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创新，

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要践行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加强团结、同舟
共济。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
共赢理念，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
发展道路和模式，秉持开放包容理念，
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树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
苏”，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国坚持走
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
发展的道路，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5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75周年。联合国隆重举行纪念峰会，铭
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经验和教
训，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
坚定承诺，具有重要意义。（讲话全文
见第二版）

习近平指出，人类正在同新冠肺炎
疫情进行斗争。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展
现出人类在重大灾难面前的勇气、决
心、关爱，照亮了至暗时刻。疫情终将被
人类战胜，胜利必将属于世界人民！

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我们要践

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调集一切
资源，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不遗漏一
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位患者，坚决遏制
疫情蔓延。要加强团结、同舟共济，秉
持科学精神，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
关键领导作用，推进国际联防联控，坚
决打赢全球疫情阻击战，反对政治化、
污名化。要制定全面和常态化防控措
施，有序推进复商复市复工复学，创造
就业，拉动经济，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和
活力，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
调，不仅要重启本国经济，而且要为世
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要关心和照顾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减缓
债务、援助等方面采取及时和强有力
举措，确保落实好《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习近平指出，75年前，中国为赢得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
贡献，支持建立了联合国。今天，秉持
同样的担当精神，中国积极投身国际
抗疫合作，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贡献中国力量。中国将继续同各国分
享抗疫经验和诊疗技术，向有需要的
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确保全球抗疫
物资供应链稳定，并积极参与病毒溯
源和传播途径全球科学研究。中国已
有多支疫苗进入Ⅲ期临床实验，研发
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将落
实好两年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的承
诺，深化农业、减贫、教育、妇女儿童、
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合作，助力各国
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共赢理念，坚定不移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走多边主义
道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宣布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重大举措

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本报讯（记者 瞿姝宁 杨猛） 9月
21日至 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到云南省开展监察官法立法调研并举
行座谈会，与我省有关部门、专家学
者、律师等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征求立
法工作意见建议。

调研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郝明金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豪主持
座谈会。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王家胜、徐显明，全国人大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张立军出席。

为落实监察法提出的“国家实行
监察官制度，依法确定监察官的等级
设置、任免、考评和晋升等制度”要求，
制定监察官法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规划。据悉，该项立法已列
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立法工作
计划，目前法律草案已初步形成，将广
泛征求各界意见，依法推进立法程序。

郝明金指出，制定监察官法是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的重要举措，是继监察法、公职
人员政务处分法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
的又一重要制度成果。法律的制定既
是对监察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
总结提炼，也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国家
监察工作的领导、在新起点上深化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要充分
认识制定这部法律的重要性，切实增
强紧迫感责任感，提高立法质量和效
率，以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
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为目标进行制
度设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建设的要求，确认和巩固纪检监察三
项改革的成果和经验，从实际出发，坚
持改革创新，提高立法的科学化、精细
化水平，提高法律可操作性，确保制定
出一部管用、好用的良法，推动制度优
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全国人大
常委会将认真梳理吸纳此次调研征求
到的意见建议，有序推进立法工作。

陈豪表示，建立国家监察官制度

是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
内容，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家监察
体系的重要举措。随着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监察法基础上，推
进监察官法等配套立法，对于建设高
素质专业化监察官队伍，保障监察官
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对监察官的监督
管理，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不断向前推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以此次立法调研为契机，提高
政治站位，增强法治思维，推动监察体
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为监察官法的顺
利出台作出贡献。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
任冯志礼汇报近年来我省纪检监察工
作和队伍建设情况。

云南省刘慧晏、和段琪、杨福生、
韩梅参加座谈会。

在滇期间，调研组在昆明市走访
调研了云南大学、云南航空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并将赴大理白
族自治州等地开展实地调研。

郝明金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滇开展监察官法立法调研

依法构建国家监察官制度
陈豪主持立法调研座谈会

云南省表彰2020年“10大名品”和绿色食品“10强企业”“20佳创新企业”

做强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缔造云南品牌强农模式
陈豪阮成发王予波李江出席并颁奖

本报讯（记者 张寅 杨猛）金秋送
爽，瓜果飘香。9月 22日下午，在第三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云南省
2020年“10大名品”和绿色食品“10强企
业”、“20佳创新企业”表彰会议在昆明
隆重举行。

省委书记陈豪、省长阮成发、省委副
书记王予波、省政协主席李江出席会议
并为获奖企业颁奖。

表彰会上，播放了云茶、云花、云菜、
云果、云药五个重点产业和绿色食品加
工业发展成效展示视频，发布了获奖产
品和企业名单。会议对勐海茶业有限责
任公司“大益”牌普洱茶生肖茶等“10大
名茶”、昆明虹之华园艺有限公司“虹华
园艺”牌菊花种苗等“10大名花”、云南
宏斌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宏斌”牌小
米辣等“10大名菜”、丽江华坪金芒果生
态开发有限公司“丽果”牌芒果等“10大

名果”、云南七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七
丹”牌三七等“10大名药材”，以及嘉士
伯（中国）啤酒工贸有限公司等“10强企
业”、丽江华坪金芒果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等“20佳创新企业”进行了表彰。受表彰
企业代表发表了获奖感言。

今年的“10大名品”评选按照质量
40%、市场20%、效益20%、发展20%的分
值占比，依据 25项评价指标，评选出 50
个“10大名品”，其中，新入选 14户，3年
来入选2次和连续3年入选的各有18户。
申报参评数量增幅连续2年保持在25%
以上，基本囊括了我省相关产业的知名
企业，体现了当前云南农产品领军企业
的品牌建设水平，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年来，我省探索形成了“大产业+
新主体+新平台”的总体发展思路，采取

“抓有机、创名牌、育龙头、占市场、建平
台、解难题”六大工作举措，全方位、多层

次推动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努力
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缔造“云南
品牌强农模式”，正在闯出一条资源集
约、环境友好、产出高效、产品安全的现
代农业绿色创新发展之路。

宗国英、刘慧晏、和段琪、陈舜、刘洪
建、杨杰出席并为获奖企业颁奖；中国工
程院院士朱有勇，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
各州（市）有关负责同志，获奖企业代表
参加活动。

表彰会前，与会领导参观了获奖名
品名企展览展示。

省政府分别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
月22日下午在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听取意
见和建议。他强调，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就此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抓好落实工作，努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扎实推
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卫生健康
事业，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各项社会
事业增添新动力、开创新局面，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
建平，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天津大学冯骥
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中国文联

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天津青
年京剧团艺委会主任孟广禄，中国文联副
主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级演员奚美
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
院长范迪安，中国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卢
江，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北京体育大学中
国体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鲍明晓等10
位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和代
表先后发言，就教育改革和发展、文化传
承和创新、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建设
体育强国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习近平同
每一位发言代表深入交流，询问有关情
况，就一些工作和问题进一步听取意见、
进行评点，现场气氛热烈活跃。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大家作了很好的发
言，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参会
的其他专家和代表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
关方面研究吸收。（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下转第二版

● 各国要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加强团结、同舟共济。要

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共赢理念，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

道路和模式，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树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

色复苏”，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

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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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西畴精神”群体获云岭楷模称号

见第八版

宁蒗：集中攻坚“打硬仗”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督战未摘帽贫困县

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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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乡楚雄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在云南引起热烈反响

为推动边疆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见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