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依据新郑市人民政府常
务会议纪要〔2020〕3号文规定，调整新型社区安置房项目用
地的竞买保证金，现将调整结果公告如下：新郑出〔2020〕7
号（网）宗地竞买保证金调整为 3627万元；新郑出〔2020〕8
号（网）宗地竞买保证金调整为1924万元。

特此公告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3月25日

关于调整新郑出〔2020〕7号（网）、新郑出
〔2020〕8号（网）两宗地块竞买保证金的公告

英国王室3月25日发布声明说，英国威尔士亲王查尔
斯王储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症状较轻。

这是3月9日，在英国伦敦，英国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
储抵达威斯敏斯特教堂。当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及王
室成员参加英联邦日的纪念活动。

新华社发

英国王储查尔斯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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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3 月 24 日下午，郑州市应急管

理局党组书记韩俊远收到了一面

来自郑州市二七区五里堡街道办

事处“鼎力相助、共抗疫情”的锦

旗，锦旗代表的不仅是感谢，更是

对应急干部 42768 小时社区值守

的肯定和赞许。

2 月 4 日，接到市直工委发出

机关党员干部到社区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知，郑州市应急管理局

机关党委第一时间响应，从全局主

动请缨的党员干部中选派 81 名党

员先锋，组成 11 个党员先锋队，分

赴二七区五里堡街道办事处 10 个

社区 28个卡点 37个楼院（小区）和

淮河路街道办事处 2个社区 2个卡

点 2个楼院（小区）开展一线疫情防

控工作。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值守的社

区、楼院、卡点大多位于全市几个有

名的大型医院附近，无主管楼院多，

租房户多，特别是租房的医护人员

和来郑看病的人员多，每天时刻都

有进进出出的人，不仅增加了执勤

难度，也增加了被感染的风险。在

下沉二七区五里堡街道办事处参加

疫情防控的 40多个日日夜夜里，党

员和干部职工积极响应上级党组织

号召，主动请缨，勇于逆行。他们严

格按照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的文件精神和要求，坚守疫情

防控一线，起早摸黑，把守卡口，一

副口罩一把红外体温枪，熬着长夜，

不畏严寒，冒着风雪，连续奋战，确

保了疫情防控排查“不漏一车、不漏

一人”。

据统计，自参加社区疫情防控

工作以来，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共出

动人员132人（81人为党员先锋，天

天值守；其余 51 人为临时机动人

员，以用作复工复产期间安全生产

与疫情防控出现工作交叉时的临时

调配）。其中，夜间值班 31680个小

时、白班执岗 11088个小时，确保了

疫情防控执勤值守工作的有序、有

效开展，确保了任务圆满完成，社区

群众称赞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员干

部是“及时雨、守护神、主攻手、急先

锋、逆行者、守夜人”，先后两次为卡

点执勤人员送来锦旗和感谢信。

这些先锋党员并没有铁打的身

体，也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和

问题。但是在疫情面前，他们义无

反顾，依然冲锋在最前沿。他们有

的人脚趾骨折刚刚出院就奔赴疫情

防控一线；有的人因每日夜间的值

守加上刚开始一个月风雪交加，导

致滑膜炎突发，疼得无法走路，但还

是一瘸一拐坚守在执勤一线；有的

人牙疼到脸部肿胀也轻伤不下火

线；有的人为了执勤、工作两不误，

常常加班到深夜或是通宵；有的人

夫妻双双在不同的执勤一线，为了

能够照顾几个月大的孩子，一个值

白班、一个值夜班，为的是社区的群

众健康平安……

他们用无私的付出践行着训词

精神和应急人的使命和职责，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履行了“把艰险扛在

肩上、把平安留给百姓”的诺言。

韩俊远表示，此次下沉社区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是一次对机关党员

干部锻炼和检验的试金石，下一步

将把此次下沉社区开展疫情防控的

经验、做法和精神有效地运用到今

后的应急管理工作中，始终坚守应

急干部“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

蹈火、竭诚为民”的初心和使命，持

续为服务全市中心大局、保障安全

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王战龙 申绍辉 贾辉

郑州：132名机关党员干部疫情值守的42768小时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二十国
集团（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
峰会将于26日举行。此次峰会由今年
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主
办，将以视频方式举行。各方人士认
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金融市
场动荡不安、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之
际，此次会议形式特殊、意义重大，期盼
会议释放合作讯息、传递更多信心。

面对疫情扩散及其对经济社会
带来的巨大冲击，全球加强合作、携
手抗疫的呼声日渐高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
奥尔基耶娃日前指出，随着新冠肺炎
疫情扩散，加强全球协调行动是提振
信心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关键。各国应
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
协调，共同应对疫情。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文认
为，面对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能
否成功应对疫情，取决于最弱小的国
家表现如何。一国能暂时控制住新
冠肺炎疫情，但如果其他国家疏漏，
病毒可能就会卷土重来。

德国《青年世界报》副总编塞巴
斯蒂安·卡伦斯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
采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全
球性挑战，对全人类产生了影响，只
有共同应对才能渡过危机，国际合作
应该成为各方信条。

作为当今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
台，G20曾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发生后临危受命，把世界经济拉回
到稳定与复苏的轨道；如今，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G20
再度被世界寄予厚望。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和马克·索贝
尔认为，设置G20机制的初衷，就是
在面对危机时让其扮演全球“消防
站”的角色。推进全球合作、助力应
对危机是G20的重要议程。G20在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
危机和经济风险两方面，都能做出很
多贡献。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依然具有重要作用。

沙特阿拉伯智库海湾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约翰·斯法基亚
纳基斯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当前世界需要加强团结，G20需
要像当年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时一样，发挥推动全球团结的作用。

斯法基亚纳基斯强调，世界各国需要认识到疫情没有国界，
这是一场全球危机，必须有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海湾合作委员会负责政治事务和谈判的助理秘书长阿卜杜
勒－阿齐兹·阿卢韦谢杰在《阿拉伯新闻》日报发表文章说，新冠肺炎
疫情引发了公共卫生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危机，G20国家经济体量巨
大，拥有必要的政策工具来减轻危机的影响。“我们迫切需要国际协
调合作，而G20是这种合作的重要平台。”专家还认为，处于疫情不同
阶段的各国可以彼此观察、学习与合作。当前，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已
基本阻断，世界期待在此次G20特别峰会上分享中国抗疫经验。

IMF亚太部助理主任、中国事务主管黑尔格·贝格尔指出，
中国截至目前的经验表明，正确的政策能对抗击疫情和减缓疫
情冲击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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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 25日电 近日，一些
外国政党政要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感谢中国共产党专门致信分享疫
情防控经验做法，并及时向其他国家提
供援助，认为中国的抗疫经验为世界各
国提供了重要借鉴，个别国家污名化中
国的图谋不得人心。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顺通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
部署下，中国共产党发挥强大的政治领导作
用，制定科学有效的防控策略，推动形成全
国一盘棋的联防联控格局，创新运用中西医
结合疗法，在短时间内取得抗疫斗争的重大
胜利。中国共产党致信介绍中国疫情防控
经验做法，并向老方提供急需的防疫物资，
堪比雪中送炭。

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秘书长哈斯托和

外联主席巴萨拉联名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
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以抗击疫
情的实践为世界树立了绝佳典范，我们从中
受益良多。中国政府和人民齐心协力、携手
抗疫的伟大精神点亮了全球。

东帝汶民主党主席萨比诺表示，当前
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不同
文明之间更需要相互借鉴、相互依存。我
们不应过多关注病毒的发源地，而应携手
并进，共同抗击病毒。

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团成员、议会法
律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尔·卡斯鲁表示，
病毒没有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
观之分，加强各国经验分享和国际抗疫合作
至关重要。全世界都从中国的抗疫经验中
受益，中国为世界提供的真诚帮助值得高度
赞赏。

伊朗伊斯兰联合党总书记巴达姆齐安
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领导下，中国
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抗击疫情投入巨
大资源、付出艰辛努力，为全球其他国家应
对疫情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成功榜样。伊方
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分享抗疫经验并提供
重要援助。

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副总书记希
拉勒表示，疫情蔓延让全世界都感到担忧，
但个别国家仍在追求自私的政治利益。我
们高度赞赏中方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为抗击疫情作出了巨大努力。中国的胜
利就是全人类的胜利。

哥伦比亚自由党总书记桑切斯表示，感
谢中国共产党分享中国抗疫的经验做法，这
为正在竭力防控疫情的哥伦比亚提供了重
要借鉴。在全球抗疫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愿
同中国共产党携手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
生安全。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表
示，我们高度赞赏中国向欧洲国家提供的抗
疫援助，这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团结互助的榜
样。一些国家一味指责别国，只会毒化国际
政治环境。世界各国都应为国际抗疫合作
作出贡献。

此外，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
领导人穆沙希德、黎巴嫩人民会议组织主席
夏提拉、委内瑞拉制宪大会副秘书长佩雷
斯、马耳他工党领袖阿贝拉、西班牙共产党
总书记圣地亚哥等政党领导人也来电来函，
赞赏中国抗疫取得的积极进展为世界注入
了信心和希望，表示愿共同推动全球开展抗
疫合作。

外国政党政要称赞中方抗疫
经验为世界提供了重要借鉴

我国到2035年要
基本建成法治乡村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我国将不断加强法治
乡村建设，到 2035年要基本建成法治乡村。这是记
者 25日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
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获悉的。

《意见》明确，法治乡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2 年，努力实现涉农法律制度更加完善，乡村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基层执法质量明显提
高，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明显提
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到 2035年，乡
村法治可信赖、权利有保障、义务必履行、道德得遵
守，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开创新
局面，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法
治乡村基本建成。

根据《意见》，法治乡村建设要着力完善涉农领
域立法，规范涉农行政执法，强化乡村司法保障，加
强乡村法治宣传教育，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健全
乡村矛盾纠纷化解和平安建设机制，推进乡村依法
治理，加快“数字法治·智慧司法”建设，深化法治乡
村示范建设。

在涉农法律法规方面，重点就维护农民权益、规范
市场运行、农业支持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化解农村
社会矛盾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法律的引领、规
范、保障和推动作用。

对于涉农行政执法问题，要推动执法力量向基
层倾斜，积极推进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加强执法
工作监督，严格实施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
管理制度，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村级协管员队伍等。

在乡村司法保障方面，要推动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公安机关依法妥善办理涉农纠纷案件，依法打击和
处理破坏农村生态环境、侵占农村集体资产、侵犯农民
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违法犯罪行为，惩治破坏农村经济
秩序犯罪，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等。

《意见》还强调，要健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逐
步将与农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
充事项范围，鼓励公证、司法鉴定、仲裁等法律服务主
动向农村延伸，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
服务体系等。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向冀豫25条河流生态补水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记者25日从水利部了解
到，自3月13日以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逐
步将输水流量加大至设计流量350立方米每秒，向河
北、河南两省25条河流实施生态补水，确保完成2019
年至2020年度华北地区10亿立方米生态补水任务。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说，当前正值北方春灌大好时
节。华北平原是我国的小麦主产区。开春以来，河
北、河南两省雨水偏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两省
水利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抓好春耕灌溉供水保障工
作，各灌区陆续开闸放水。

据统计，截至3月24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向河
北境内包括滏阳河、七里河、泜河、滹沱河、沙河等11条河
流补水。同时，工程也正在对河南境内包括湍河、白河、
沙河、双洎河、十八里河、淇河、安阳河等14条河流实施生
态补水。

“当前，我国还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向沿线河流实施生态补水，
将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助力沿线城市复工复
产，提供坚强的水资源基础保障。”这位负责人说。

2017年至 2019年，中线一期工程连续三年利用
丹江口水库汛期富余水量向部分河湖实施生态补水，
累计补水 12.37 亿立方米。2018年 9月起，水利部、
河北省联合开展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河湖地下
水回补试点工作，以南水北调中线为主要水源，向滹
沱河、滏阳河、南拒马河 3条重点试点河段补水累计
8.52亿立方米，三条河流重现了生机。

外交部回应特朗普称不再
使用“中国病毒”说法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决定不再
使用“中国病毒”这一说法，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5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病毒不分国界，希望美方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共
同应对疫情挑战，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耿爽说，中方已多次阐述在病毒来源问题上的立场，表明
坚决反对污名化中国言论的态度，这一立场没有变化。

他 说 ，病 毒 不 分 国 界、不 分 种 族 ，全 人 类 只 有 共 同 努
力，才能战而胜之。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
迅速蔓延。中方希望美方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
应对疫情挑战，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5日晚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在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初期，你向中方表达了慰问和支持，德国政
府和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中国人民铭记在
心。目前德国面临疫情严峻挑战，中国人民
感同身受。中方坚定支持德方抗击疫情，愿
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专家已进
行了视频交流，德国专家也随世卫组织专家
组来华考察。中方愿同德方分享防控和治

疗经验，加强在疫苗和药物研发方面合作，
为两国人民健康福祉以及全球公共卫生安
全作出贡献。祝愿你领导德国人民早日克
服疫情！

习近平指出，病毒不分国界，是全人类
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
外，独善其身。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中德、中欧展现出团结合作的力量，发挥了
正能量。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
特别峰会即将召开。中方愿同包括德国在

内的各方加强协调合作，发出同舟共济、团
结抗疫的声音，提振国际社会信心。要兼顾
当下和长远，统筹国内效应和全球影响，加
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稳市场、保增长，稳就
业、保民生，同时推动市场开放，确保全球供
应链开放、稳定、安全。

习近平强调，中德双方要继续做好重要
政治议程筹划，持续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确保中德、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挖掘新
兴产业合作潜力，减少疫情冲击。

默克尔表示，当前欧洲疫情形势严峻，
德方正在采取果断防控措施。德方感谢中
方提供的及时和宝贵帮助，希望同中方开展
疫苗、药物研发等领域科研合作，树立团结
抗疫的榜样。德方主张基于事实，秉持客观
公正立场，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二
十国集团成员应该加强协调合作，相互支
持，为克服当前危机、稳定全球经济发挥引
领作用。德方期待疫情过后同中方继续推
进德中、欧中重要交往合作。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新华社首尔3月25日电 韩国总统
文在寅25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向
韩方请求支援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等防疫
物资，韩国政府将积极支持生产企业向
海外出口检测试剂。

文在寅当天走访首尔一家新冠病毒
检测试剂生产企业。他说，韩国企业最

近正在进行与检测试剂出口相关的磋
商，韩国政府也收到很多希望提供检测
试剂的请求。他表示，韩国出口检测试
剂，既能支持各国抗疫，也有利于韩国经
济发展。

24日晚，文在寅应邀与特朗普紧急通
电话，讨论新冠疫情应对等问题。在回应

特朗普提出的医疗物资支援请求时，文在
寅表示，在韩国国内供给有富余的情况
下，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援。

据韩国疾病管理本部消息，韩国已
有五种新冠病毒检测试剂获得韩国食品
药品安全厅的紧急使用许可，在满足其
国内防疫需求的前提下向海外出口。

文在寅说特朗普向韩国提出医疗物资支援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