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協發言人回應熱點話題
問：疫情會否影響脫貧攻堅進展，或帶來返貧風險？

答：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在脫貧攻堅領域取得前所未有
的成就，但是剩餘脫貧攻堅任務依然艱巨。如何鞏
固脫貧成果、防止脫貧後返貧，如何克服形式主
義、杜絕數字脫貧是需要加強的重要工作。

去年，圍繞脫貧攻堅有關重點難點問題，汪洋主席
主持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進行專題研究。委員
們從多角度提出了鞏固脫貧成果的意見建議，其中
有關建立返貧監測預警機制的建議得到中央領導同
志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問：有人認為「中國在疫情信息發佈上不公開導致疫情

蔓延」。

答：中國1月23日關閉離開武漢的通道，從那天起，每
天都通過新聞發佈會等多種形式發佈有關疫情的重
要信息和防控措施。這些信息不僅為中國抗擊疫情
提供了支持，也為世界防範、抗擊疫情提供了重要
參考。說中國隱瞞疫情導致疫情向其他國家蔓延是
毫無道理的。

問：習近平主席何時會訪問日本？

答：關於習主席對日的國事訪問，中日雙方都認為，要確
保此次訪問在最適宜的時機、環境和氛圍下成行，確
保訪問取得圓滿成功。雙方一致同意，繼續保持溝
通，為推進雙邊關係進一步發展共同作出努力。

資料來源：人民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
澎湃新聞報道，現年
94歲、曾在東北民主
聯軍野戰醫院從事抗
日鬥爭的原人事部部
長趙東宛已於近日離
世。

5月19日，《光明日報》第8版刊發原《人民文學》
主編程樹榛署名文章《亦師亦友趙東宛》稱，「日
前，我突然接到友人電話，得知國家人事部原部長趙
東宛同志於5月4日病逝，瞬間悲痛不已。」
「趙東宛是我的老領導，也是曾為我國機械製造發

展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專家。我們相識相交60餘年，推心
置腹，無所不談。」程樹榛在文章中回顧稱。
公開資料顯示，趙東宛，出生於1926年，河南南

陽人，高級工程師，1938年，時年12歲時參加革
命，並於15歲那年──1941年11月2日加入中國共
產黨。他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
後留學蘇聯，建國曾先後在央企和原一機部、原國
家科委、原國家計委、原勞動人事部、原人事部擔
任領導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時年23歲的趙東宛被任命為撫順
重機廠廠長，兩年後被派遣到蘇聯深造。1957年趙東
宛奉調回國，任富拉爾基第一重型機器廠廠長兼總工

程師，於1960年完成了「一重」的建廠任務，比預
期提前了一年。

曾當選俄自然科學院院士
「文革」結束後，趙東宛又被委以重任，先後擔

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國家科委副主任兼國家
計委副主任等職。1985年8月，趙東宛出任勞動人
事部部長、黨組書記，於1988年 4月任人事部部
長、黨組書記、中央編辦主任、國務院軍隊轉業幹
部安置工作小組組長、國家行政學院籌備領導小組
組長。
1993年4月，趙東宛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科

教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1996年任中越友好協會會
長。1996年5月，趙東宛因在重型機械和高能物理方
面作出的傑出貢獻，當選為俄羅斯自然科學院院士。
2004年12月，趙東宛離休。

曾獲授抗戰70周年紀念章
2015年9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向30名抗戰老
戰士老同志、抗戰將領、為中國抗戰勝利作出貢獻
的國際友人或其遺屬代表頒發紀念章。其中，趙東
宛位列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獲得者名單的第四
位。

原人事部長趙東宛逝世 享年94歲

1926-2020

19 日下午，我們來自上海的一行
委員抵達北京後，就統一坐上了直
達駐地的大巴，先是集中在駐地外
專設的進出口，進行了核酸檢測和
一系列消毒程序。入住後發放了口
罩、消毒液等防疫物品，被告知會
議期間可以統一乘坐指定大巴去會
場，除此以外，委員個人要遵守防
疫規定，不能私自外出。委員們也
有序執行。

「非常」兩會時的就餐也非比尋
常。在自助餐廳，大家取餐時前後間
隔一米；就餐也都是隔着坐，圓桌被
透明擋板隔成了6個位置，方桌則隔成

4個，以防互相交流時飛沫傳播。

飯後「散步」成新潮流
不能外出，留在駐地，那都幹些什

麼呢？飯後「散步交流」成了大家
「急中生智」想出來的辦法，既能鍛
煉身體，還能增進交流。昨天（19
日）晚飯後，大家就在環繞賓館的大
院內，按照「順時針」的方向走圈，
邊走邊交流，一晚上我走了3圈，約有
近1.6公里的長度。疫情防控期間，要
確保代表委員的健康和兩會的順利進
行，記者們也不能像往常一樣到駐地
房間採訪，所以，遠程視頻形式的採

訪也成了「非常」的辦法。

會期壓縮精神更集中
今 年 兩 會 的 參 會 形 式 有 較 大 改

變，不僅到會時間比以往提前了一
天，會期更是大幅縮短，減少了一
半以上，更取消了休會日。會期壓
縮後，會議的氣氛反而更加集中，
減少了外出，一方面各種材料的研
讀時間多了，參會之餘就是消化材
料；另一方面，委員間商量討論的
時間也多了，最新報告、文件指示
精神，都能讓委員們熱烈討論，集
中精神共商國是。

「非常」兩會初體驗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席、、春秋航空董事長王煜春秋航空董事長王煜 55月月2020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北京華北賓館北京華北賓館

▼下榻賓館
的餐廳設有
就餐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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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委員疫情大考答卷出色

A4 ■責任編輯：謝宗興

20202020年年55月月2121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

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

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舉行新聞發佈會 發言人郭衛民讚：

兩
會
看
點

下午3:00
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

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全
國政協主席汪洋將作全國
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

晚上9:40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首場新聞發佈會，大會
發言人就大會議程和人大
工作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
者提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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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近一時
期美國等少數國家一些政客將疫情政治化、污名
化，製造輿論，對中國進行抹黑。對此，十三屆全
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副秘書長、
新聞發言人郭衛民昨日在發佈會上反駁指出，這些
政客或者是出於國內政治需要，試圖轉移視線、推
卸責任，或者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指責中國，
造謠抹黑。這樣的圖謀是不能得逞的。

華援助意真誠 爭權論實狹隘
日前，外界對中國出口的醫療物資質量出現了

一些質疑，郭衛民說，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
是因為中外產品質量標準不同，有些是使用習慣
上存在差異，有些是操作不當等。中國出口了大
量的醫療物資，存在問題的只是極少數，中國政
府對此零容忍，有關部門已採取了嚴格措施，以
確保醫療物資質量，規範出口秩序。
關於對外援助問題，郭衛民強調，中國向有關國

家提供抗疫援助是真誠的。這些做法體現了人道主
義精神，體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責任擔當，也體
現了中華民族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優秀傳統。以
此來指責中國高調宣傳，甚至說「中國要爭奪世界
領導權」，這是毫無道理的，也是十分狹隘的。

鼓動「脫鈎」中國 非經濟好藥方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在國際上也出
現了一些「逆全球化」思潮，也有人聲稱要鼓動
本國經濟和中國「脫鈎」。但郭衛民指出，多數
國家的領導人和國際主流輿論呼籲各國加強團
結，保持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暢通。近期一些專
業機構的調查也顯示，很多跨國企業並不願意從
其他國家撤回去，包括從中國撤回，他們不願
意；而且還有新的企業不斷來投資，期待繼續開
展國際經貿合作。
郭衛民表示，「脫鈎」主張不是一張好藥方，

我們應該看到，全球產業鏈佈局和供應鏈結構是
多年來形成的，具有相對穩定性和依賴性，面對
疫情衝擊，各國應該加強團結、加強合作，協調
政策立場，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防止
世界經濟陷入衰退，而不應以鄰為壑、分裂孤
立，更不能把疫情問題政治化，抹黑、指責、鼓
動搞對立。

提及政協委員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所做工
作，郭衛民舉例說，醫療衛生界委員身先

士卒，衝鋒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他們當中既有
家喻戶曉的知名專家，也有許多公眾並不熟悉的
業界翹楚；既有馳援湖北的一流醫院的領隊者，
也有駐守武漢陣地的著名醫院的掌舵人；既有知
名的臨床專家，又有頂尖的社區防控專家。有全
國政協委員，也有地方各級政協委員。他們雖然
崗位不同，但都不顧個人安危，不怕犧牲，勇於
擔當。
「不僅是醫衛界委員，其他政協委員也通過各

種方式和途徑為防控疫情匯聚力量。」郭衛民續
說，有些委員在病毒研究和疫苗研發等領域夜以
繼日地進行科研攻關，有些委員全力組織重點醫
療物資的生產，有些委員深入一線，採寫播發新
聞或者創作文藝作品，有些委員積極籌措醫療防
護物資，捐款捐物。「在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
政協委員靠得住、站得出、頂得上，用實際行動
展現了為國履職、為民盡責這樣新時代的政協委
員的風采。」

移動履職 建議破千
郭衛民說，各級政協組織圍繞疫情防控，創新履

職方式，積極擔當作為，把專門協商機構的優勢轉
化為治理效能，全國政協發揮委員移動履職平台，
小範圍協商座談等形式作用，就疫情防控、復工復
產、穩定社會預期、加強依法治理等積極建言，共
報送情況反映、意見建議一千多條。
全國政協早前又召開了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的
雙周協商座談會，製作委員講堂節目並在相關媒體
播出，圍繞奪取疫情防控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的雙勝利，依託委員移動履職平台開展了專項問卷
調查，廣大委員積極參與並且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
見建議。各地政協通過各種方式參與疫情防控，積
極貢獻力量。

公衛體系 格外關注
郭衛民坦言，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出中國在

重大疫情防控體系和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方
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全國政協在積極參與疫情防
控的同時，圍繞完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等問題
開展討論、建言獻策，許多委員通過提交提案、網
絡議政等方式提出意見建議，全國政協的相關專門
委員會舉行了專題座談會，委員們展開了熱烈討
論，也提出了很多意見建議。
有委員提出要加快完善公共衛生法律法規體系，

建立公共衛生應急預案定期修訂及演練機制，要提
高疫情監測系統快速反應能力。還有委員圍繞建立
重大疫情防治的中西醫協作機制，加強傳染病專科
醫院的建設，完善公共衛生人才隊伍的建設等提出
了很多好的建議，對於推動有關工作的改進發揮了
積極重要的作用。

經濟建議 政府採納
郭衛民表示，今年一季度宏觀經濟指標出現了明

顯下滑，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經濟界、農業界、工
商聯界的委員們，聚焦如何克服疫情影響，圍繞把
握宏觀政策取向、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
保」任務提出了多項意見建議；圍繞加快金融市場
改革，保護中小企業生存與發展，促進數字經濟發
展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具體舉措，不少建議被政府部
門吸收採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

報道）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將

於21日下午3時在人民大會堂開

幕。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副秘

書長、新聞發言人郭衛民20日在

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每年兩會都是

政協委員集中上交作業的時候，應

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

大考，全國政協和廣大政協委員交

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他介紹，今

年政協大會期間，委員們將圍繞完

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相關問題

開展討論，並在今年組織調研考

察、舉辦雙周協商會等協商議政活

動，就相關問題建言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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