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大限度凝聚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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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8
月27日发布所谓“新冠病毒溯源
调查报告”要点，多国人士对美国
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行径予以严
厉批驳， 认为所谓溯源调查报告
毫无科学性与可信度， 不过是借
病毒溯源攻击中国的工具， 美国
这一行径危害全球抗疫合作。

埃及纳赛尔高等军事学院国
际法教授艾曼·萨拉玛说， 美国向
世卫组织施压、搞政治操弄的做法
由来已久。中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
同世卫组织开展了良好合作，中国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
报告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科学结论，
美方所谓的报告无视这些科学结
论，目的只是抹黑中国。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
斯·阿德希尔说，炒作新冠病毒溯
源问题不过是美国政府的政治把
戏。 中国抗疫实践是全世界学习
的榜样， 美国是病毒感染和死亡
人数最多的国家， 企图通过病毒
溯源问题混淆视听，打压中国，设
法转移国内矛盾注意力。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
中关系研究与预测中心首席研究
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说，
美国对中国毫无证据的指责以及
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行径令人无
法接受， 其目的是试图将自身责
任转嫁给中国。

哈萨克斯坦中国问题研究中
心在其官网发表文章说，当前一些
国家的媒体鼓吹有关新冠病毒起
源的阴谋论，试图抹黑中国。此类
噪音完全没有合理性，不过是为了
掩盖其自身制度的低效与失败。

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教授、
保加利亚战略管理研究所首席执
行官纳科·斯特凡诺夫说，由美国
情报部门发布所谓溯源调查报
告，这本身就极具讽刺意味。美国

在其国内的德特里克堡等有诸多
实验室， 既然中国武汉病毒研究
所已两次接待世卫组织专家，美
国是否能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前往
德特里克堡等的实验室调查呢？

巴西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
金会媒体专员安德烈·洛巴托说，
由美国情报部门炮制的有关全球
公共卫生信息的报告毫无可信
度， 美国发布所谓溯源调查报告
“只是抹黑中国的心理战”。

阿根廷国际问题专家、 国立
阿图罗·豪雷切大学教授贡萨洛·
托尔迪尼表示， 美方发布所谓溯
源调查报告， 再次将病毒溯源政
治化。 病毒溯源问题应当是由科
学家或医学专家研究的课题，不
应成为美国情报界或政界攻击他
国的借口。

赞比亚赞中友好协会秘书长
弗雷德里克·穆特萨表示，美国在
病毒溯源问题上搞有罪推定、政
治操弄，只会妨碍全球抗疫。美国
所谓溯源调查报告要点缺乏确凿
证据，如果坚持“实验室泄漏论”，
美方就应该邀请各国专家到德特
里克堡进行公开、透明的调查。

在几内亚卫生专家卡巴·凯
塔看来，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所谓
“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是将病
毒溯源当成攻击中国的借口。中
国多次向非洲国家援助疫苗，为
全球抗疫作出卓越贡献。 借病毒
溯源攻击他国， 无益于改善新冠
疫情肆虐的现状。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加桑·
优素福表示， 美国动用情报部门
介入病毒溯源， 这具有浓厚政治
色彩，破坏了国际社会抗疫合作。
政治动机无法替代科学依据，与
其指责他国， 美国更应关注自身
抗疫并积极维护国际合作。

■据新华社

蓄意栽赃嫁祸
危害全球抗疫
多国人士严批美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
作要向此聚焦。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
阐明了各民族之间具有最广泛
的共同性， 共生共融共济于伟
大中华民族大家庭。56个民族
谁也离不开谁，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富恒表示，
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开展民族区
域自治“一法两规定” 执法检
查。下一步，将紧紧扣住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
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
一、 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
机结合， 以高效能履职服务高
质量发展， 为促进我省民族地
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 提升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贡献
人大智慧和力量。

近年来，湖南全面深入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夯实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截
至2020年，全省共创建39个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单位），
124个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

今年1月， 长沙市芙蓉区韭
菜园街道军区社区被国家民委
命名为第八批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社区以基
层党委为圆心，广泛宣传教育民
族团结一家亲，充分挖掘少数民
族典型代表故事，讴歌少数民族
英雄，展现各民族人民在党的引
领下同心同德共筑中国梦的赤
诚之心。” 军区社区党委书记徐
香介绍，社区积极引导各族居民
群众走出小家， 参与小区治理、
社区建设， 谱写民族情深新篇
章，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社区常
开长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
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的根本政治保证。

“我们将在全省民宗系
统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热潮，
进一步找准民族工作部门
的职责定位，着力推动新时
代湖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 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党组书记、主任，省委统
战部副部长（兼）向恩明表
示，近年来湖南不断加强党
对民族工作的统一领导，确
保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
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民族工作部门树牢政治
机关意识，把“两个维护”落
实到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
中。下一步，将编制实施好
《湖南省“十四五”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规划》， 加快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重点示范区
（单位）建设，并配合省人大
开展《湖南省促进民族团结
进步条例》立法调研。

“从健全完善法律法规
政策、 加强民族工作干部队
伍建设、 加强党的民族政策
宣传等方面入手， 不断提升
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芷江侗族自
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张
长勇表示， 接下来将推动民
族事务法治建设， 加强民族
事务方面法律法规政策的落
实力度， 依法保障各族群众
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县级基
层民族工作力量， 加大党的
民族政策宣传， 让干部群众
人人知晓民族政策， 全力支
持民族工作开展。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唐亚新 杨佳俊
参与记者 陈奕樊 莫成

上官智慧 雷鸿涛

“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
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民族事
务治理法治化水平， 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
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动员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8月27日至28日，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湖南广
大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做好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把全省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最大限
度凝聚起来，同心协力，不懈奋斗，共创中华民族的美
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推
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
代化。

近年来， 湖南强化政策支
持， 加大投入培育特色优势产
业， 推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奔
小康， 不断增强少数民族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湖
南民族地区24个县市区全部脱
贫摘帽，2571个贫困村全部脱
贫出列，累计减少贫困人口200
多万，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在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
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展现新气
象、争创新标高。”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州长龙晓华表示，
湘西州将大力弘扬伟大脱贫攻
坚精神， 在绿色低碳发展上探
索新路， 在建设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中彰显作为， 不断巩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
果，继续抓好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工作， 在更高水平

上实现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在共同富裕
上迈出新步伐。

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是典
型的少数民族乡，白族人口占全
乡总人口的95%，拥有第三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仗鼓
舞。刘家坪白族乡党委书记向恩
远介绍，该乡目前已围绕乡村振
兴谋划了132个项目， 正在创建
国家4A级景区，打造腊肉熏制、
特色小吃、特色养殖、有机蔬菜
四条产业链。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党委书
记李志明说，作为“半条被子”故
事发生地，将以沙洲文旅特色产
业园为龙头， 讲好红色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全面推进巩固民族
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为实现农业高效、乡村宜
居、 群众富足注入发展动力，不
断增强民族地区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着力推动新时代湖南
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8月28日16时，
搭载着上合组织“和
平使命—2021� ”联
合反恐军演第一梯
队中方参演部队的
军列，经内蒙古满洲
里口岸抵达俄罗斯
境内后贝加尔斯克
车站。官兵们连夜展
开换装换乘。图为中
方参演部队在进行
铁运装载（8月22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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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出国门
联合军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