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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19 日电 9 月 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七届中国－
亚欧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亚欧大陆充满发展
活力和潜力，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重点区域。近年来，中国新疆充
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推进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促进中国和亚欧
地区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同
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
以中国－亚欧博览会为平台，弘扬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的丝路精神，坚持高标准、可持续、

惠民生，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
亚欧合作水平，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当日在
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主题为“共商、共
建、共享、合作向未来”，由商务部、外
交部、中国贸促会、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9月 19 日电 9 月 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
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
同利益。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
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
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
遇，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
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
系，为促进全球经济循环、助力世界经

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出贡献。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

坛当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主题为
“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务实推动构建
富有韧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由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9月 19 日电 9 月 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多哥总统福雷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深
厚。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双方始终真诚友好，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上坚定相互支持，务实合作成果丰
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两国人民守望相

助、共克时艰，谱写了中多友谊新篇
章。我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愿同
福雷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巩固政治互信，在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
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多关系迈上
新台阶，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福雷表示，多中建交 50 年来，两
国伙伴关系坚定稳固、富有成效。在

两国领导人共同关心和推动下，两国
关系不断发展壮大，硕果累累，惠及
两国民众。中国始终是多哥探索全
面、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关键战略伙
伴。我们赞赏中国一如既往坚定同
非洲国家站在一起，致力于强化中非
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多哥毫不
动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我愿同习
近平主席一道努力，推动多中友好合
作关系不断加强。

习近平同多哥总统福雷就中多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本报海口 9 月 19 日电 9 月 19
日，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专
题会议，研究红色资源保护利用、高
质量发展全域旅游和生态旅游等工
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冯飞等省领导
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要保护和利用好海南红色资源。
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对历史
负责的原则，深入挖掘琼崖革命精神
内涵，切实做好红色遗址、革命文物
保护工作，同时要强化海上红色资源

调查和保护利用工作。要加强红色
资源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和体验设施
的规划建设，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
故事、英雄的故事，生动传播红色文
化，引导全社会更好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要坚持建管结合、建管相长，
处理好公益性和市场化关系，加大政
府投入力度，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
开发校外教育、旅游、游学等服务业
态，实现红色资源有效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

会议强调，高质量发展全域旅游

和生态旅游，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
考察期间的明确要求。要统一思想
认识，准确把握全域旅游发展内涵，
制定可操作可落地的旅游发展方案，
提升旅游发展质量，实现“旺丁又旺
财”。要加快推动环岛旅游公路、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等标志性项目建设，
完善旅游设施和配套服务，提升海南
全域旅游的牵引力和导流力。要抓
关键、抓项目，加强综合协调，形成工
作合力，做好要素资源配置，在生态
旅游、体育旅游、健康旅游、会展旅
游、文化旅游等领域谋划一批旗舰项
目，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沈 伟）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

坚持项目化清单化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

冯飞参加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人才激荡的热
土。今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
南，在与哈萨克斯坦小伙儿鲁斯兰亲
切交谈时再次发出邀请，欢迎更多国
际人才到海南来。

近年来，三亚“筑巢引凤”引进了
不少名医、专家加盟，为三亚医疗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新动
力。

“宝贝，现在怎么样，感觉疼不
疼？”日前，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三亚
市妇女儿童医院小儿外科病房，一位
身材高挑、戴着眼镜的外国医生正在
耐心地询问7岁小患者辉辉受伤左手
的病情，他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
令患儿及家属倍感亲切。

“据我了解，海南的发展越来越
好，也很需要人才。”这位外国医生就
是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今年引进入
院的瑞士籍医学博士鞠天伟（英文名
Jonathan Thomas Juzi MD），他和妻子
鞠瑞欣（英文名 Juzi-Rahm Claudia）二
人看好海南自贸港建设，决定一同来
到三亚发展。

今年 53 岁的鞠天伟具有丰富的
医疗临床经验，且有一颗虔诚而友善
的仁爱之心。1995年，他从苏黎世大
学毕业后，次年开始攻读医学博士。
1997年，他和妻子作为年轻医生首次
来到中国。随后十几年间，夫妻二人
在瑞士、南非地区的大学及医疗机构
里开展学术科研、从事医疗工作。
2005年 2月，他们正式开启了中国从
医之行，在天津提供医疗技术支援，
并努力学习中文。2007 年 12 月，鞠
天伟和妻子带着3个孩子来到青藏高
原，选择在青海红十字医院工作，并

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在鞠天伟的
带领下，青海红十字医院小儿外科等
科室先后成功完成了多个青海省首
例手术，并通过相关救助项目，将医
疗救治与慈善救助有机结合起来，为
当地广大农牧区贫困家庭及时施以
援手，实施救治。

鞠瑞欣也是一名瑞士籍医学博
士，作为一名妇产科专家，熟悉掌握
普通产科、高危产科、妊娠合并内外
科疾病、产前诊断及治疗、高危妊娠
评估和管理等妇产科临床技术；新生
儿复苏，早产儿喂养，低体温治疗，蓝
光和换血治疗等新生儿科临床技术，
擅长高危剖宫产、复杂会阴裂伤修
复、产后大出血管理等妇产科手术。
如今，鞠瑞欣已加入三亚市妇女儿童
医院产科，希望继续用她在多地积累
出的医疗临床经验，造福更多海南患
者。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目

前，三亚已陆续出台引进人才相关的
系列服务保障配套政策，在解决人才
关心的住房、医疗及教育等方面问题
出实招，全方位保障人才在三亚安心
工作、生活。“三亚这边对我们的帮助
都很多，积极帮助我们协调解决在工
作、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比如孩子的
就学、关心我们是否住得习惯等。”如
今，鞠天伟教授来到三亚已有四个
月，在安顿好租房等生活起居后，已
渐渐熟悉了在三亚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

不同文化的交融与互鉴，汇聚出
优秀的成果。“三亚这座城市很美
丽。以后，我们还是很想在三亚发
展，希望帮助这里的患者得到更好的
救治。”鞠天伟表示，来到三亚，希望
能和更多医疗同行们交流经验，分享
心得，获得学术理念和医疗技术的进
步，同时为更多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
务。

瑞士医学博士夫妇：

守护妇儿健康 他们的“医”路故事在三亚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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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昊）9月 19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欢送圆满完
成各项任务、即将返程的省直机关支
援三亚抗疫青年志愿服务队（以下简
称“省直机关抗疫青年志愿服务队”）。

周红波代表市委、市政府及全市
人民向省直机关抗疫青年志愿服务队
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他说，在
三亚疫情防控最吃紧最关键的时刻，
大家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舍小
家为大家，火速集结，逆行出征，给予
三亚最及时最有力的帮助和支持。在

40多天的疫情防控战斗中，大家夜以
继日，忘我工作，为三亚人民筑起了一
道道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为三亚在
较短时间取得抗疫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红波表示，当前，三亚正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将
精力投入到复工复产、全面恢复经济
社会发展上来。希望在今后工作中，
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三亚，为海南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携手奋斗，向党和人民交

出优异答卷，以优异成绩向党的二十
大献礼。

市委常委、秘书长、副市长贾文涛
参加欢送仪式，副市长、天涯区区委书
记黄兴武宣读感谢信，省直机关抗疫
青年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代表、省应急
管理厅副厅长李京波发言。

省直机关抗疫青年志愿服务队共
4294 名队员，主要负责核酸采样、信
息采集、流调溯源、封控巡查、卡点值
守、物资保供、隔离点管理及督查督导
等工作。

周红波欢送省直机关抗疫青年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记者 王昊）9月 19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前往凤凰岛
二期项目拆除现场等地，调研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紧盯
时间节点，科学施策，全力推进，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全力守护好
三亚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为三亚
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营造良
好的生态环境。

周红波一行来到凤凰岛二期项
目拆除现场，详细了解项目拆除验
收、生态修复等工作进展情况。他
强调，要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取得实效，全力以
赴 打 造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的 样 板 和 示
范。要坚持“修复原貌、保护原貌”
原则，科学开展珊瑚礁生态修复工
程，确保海洋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要做好海洋数据检测，及时、准确、
全面反映环境质量和污染来源，保
障问题整改不留盲区，确保整改措

施落地见效。
在红塘湾消纳场，周红波听取消

纳场基本情况及整改措施调整、论证
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求，紧盯
时间节点、目标任务，扎实开展处置方
案论证，科学调整整改措施，高标准高
质量推进整改工作。要科学统筹做好
拆除物料资源化利用工作，明确处置
主体，压实主体责任，建好转运台账，
完善消纳场区域管理，避免造成资源
资产损失。

贾文涛参加。

周红波调研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时强调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
全力守护好三亚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奋力夺取双胜利Sy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9月 19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深入海棠
区部分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建设一线，
调研复工复产及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
求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增
强发展信心、扩大有效投资，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周红波一行先后来到亚特兰蒂斯
酒店及免税城一期 2 号地、海棠河水
系综合整治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了

解企业复工复产中存在的困难，听取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进展等情
况汇报。

周红波强调，扩大有效投资是加
快恢复和提振经济的关键，招商引资
是扩大有效投资、推进复工复产最快
最有效的措施。各级各部门要把招商
引资摆在首要位置，将其作为推动发
展的“生命线”来抓，以超常规力度和
举措推进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落地见
效，加快恢复和提振经济，全力冲刺全
年发展目标。要强化招商项目服务，
落实调度机制，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办

事效率，重点解决要素瓶颈制约问题，
以饱满的热情和扎实的作风，为项目
落地投产提供便捷服务；坚持“一手打
伞、一手干活”，毫不松懈抓好“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督促指导
项目业主单位抓实抓细疫情防控，为
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要坚定发展
信心，政企多方联动，抢抓国庆旅游

“黄金期”，统筹推进旅游产品策划及
宣传推广，进一步激活岛内市场，全力
开拓岛外市场，助力疫后旅游消费市
场回稳提升。

市领导贾文涛参加调研。

周红波调研复工复产及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以超常规举措强信心扩投资
全力加快恢复提振三亚经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
进入新时代。

人民军队这十年，是浴火重生的
十年，是强军兴军的十年，是阔步迈向
世界一流的十年。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站在统
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确立新时代
军事战略方针，制定到2027年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
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引领人民军
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阔步前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
有力的战略支撑。

听党指挥，信仰弥坚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牢固

人民军队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

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先进军事理论的指
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波澜壮阔的
强军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
实践创造，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这
一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为走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提供了科学指南和
行动纲领。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013 年 3 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
习主席郑重宣告：“建设一支听党指
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2017 年金秋，党的十九大把习近
平强军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习近平强
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
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系统概括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核心内容，其中一条是“明确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
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
队”。

强军目标，谋的是民族复兴伟业，
布的是强军兴军大局，立的是安全发
展之基。

其中，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
建设的政治方向。

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
治建军原则的地方。1929年，我军政
治工作在这里奠基，新型人民军队在
这里定型。

2014 年金秋，习主席亲自决策、
亲自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
议，对新时代政治建军作出部署，强调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
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
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从古田再出发，政治建军掀开新
的时代篇章，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 导 这 一 强 军 之 魂 不 断 巩 固 加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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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时代答卷
——新时代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述评

新华社记者 黄明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