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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应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
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于3
月25日至28日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
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总书记和夫人
彭丽媛为金正恩委员长和夫人李雪主举
行欢迎宴会并共同观看文艺演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别
参加有关活动。

在会谈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对
金正恩首次访问中国表示热烈欢迎。习
近平表示，你在中共十九大后电贺我再

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就任党中央军
委主席，前些天又第一时间电贺我再次
当选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我对
此表示感谢。此次来华访问，时机特殊、
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了委员长同志和朝
党中央对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
视，我们对此高度评价。

金正恩表示，近来中国大事喜事不
断，去年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十九大，前
不久又成功召开全国两会，习近平同志
受到全党全国人民拥戴，成为领导核心，
并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
席，按照朝中友好传统，我理应来中国向
您当面致贺。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急速
前进，发生不少重要变化，从情义上和道

义上，我也应该及时向习近平总书记同
志当面通报情况。

习近平指出，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
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
的，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回想当年，
我们老一辈领导人怀着共同的理想信念
和深厚的革命友谊，彼此信赖，相互支
持，书写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朝几代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
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在长期的实践
中，中朝两党两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和委员长同志都是中朝关系发展的亲
历者和见证者。我们双方多次表示，要
把中朝传统友谊不断传承下去，发展得

更好。这是双方基于历史和现实，立足
于国际地区格局和中朝关系大局，作出
的战略选择，也是唯一正确选择，不应也
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变化。

习近平强调，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好、巩固好、
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
定不移的方针。我们愿同朝鲜同志一
道，不忘初心，携手前进，推动中朝关系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一是继续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
用。高层交往在中朝关系发展中历来发
挥着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新形势
下，我愿同委员长同志通过互访、互派特

使、互致信函等多种形式保持经常联
系。二是充分用好战略沟通的传统法
宝。经常就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是
中朝两党的光荣传统。要充分发挥党际
交往的重要作用，促进两国各领域的交
流合作，加强沟通与互信。三是积极促
进和平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已经进入新时代，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也
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愿同朝方
共同努力，顺应时代潮流，高举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旗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
福祉，为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四是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
础。双方应该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两国
人民交流往来，巩固两国友好关系民意

基础，特别是加强两国青年一代交流，
继承和发扬中朝友好的优良传统。

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朝中
友谊和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发表了重
要意见，令我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双
方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共同培育的
朝中友谊是不可撼动的。在新形势下传
承并发展朝中友谊，是朝方的战略选择，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我此次来访，
希望与中国同志见面，加强战略沟通，加
深传统友谊。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同总书
记同志经常见面，并通过互派特使、致亲
笔信等方式保持密切沟通，把高层会晤
对两党两国关系的引领发展到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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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李克强王沪宁王岐山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3月25日至28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对我国进行
非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金正恩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3月28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全面启动，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将进一步触及
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
变革，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
更加突出，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
化改革统筹领导，紧密结合深化机构
改革推动改革工作。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专项小组工作规则》、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工
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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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领导
紧密结合深化机构改革推动改革工作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本报博鳌3月28日电（记者罗
霞）今天，省长沈晓明率队赴博鳌等
地调研，检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
年会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提高政治
站位，坚持问题导向，严之又严、细之
又细，精益求精高质量做好博鳌亚洲
论坛2018年年会各项准备工作。

沈晓明先后来到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嘉宾出入多的美兰、博鳌机场以
及海口、琼海环岛高铁车站，实地检
查航空、高铁等迎接年会准备情况，
站在客人的角度进行实地体验。在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他仔细检查博鳌
亚洲论坛专用通道等服务情况，询问
每一个接待细节，还拿着护照体验即
将投入使用的自助验放通道是否方
便、快捷，叮嘱大家切实做好各项准
备工作，争取让参会嘉宾“不排队、不

等候、来了就走”；在博鳌机场，他详
细了解设施建设、航班开通等情况，
希望相关部门统筹协调好美兰、博
鳌、凤凰三大机场，进一步做好航班
保障工作。

在博鳌国宾馆、博鳌金海岸温泉

大酒店等会议保障宾馆，沈晓明走进
会议室、客房、餐厅等地，一一查看各
项工作准备情况，并对接待中的一些
细节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抓紧
时间进行整改，以高标准、严要求确
保服务高质量。

调研途中，无论是在环岛高铁上，
还是在中巴车上，沈晓明都细心观察
沿线环境整治等状况，并听取相关部
门介绍工作进展情况。在对前一阶段
相关工作给予肯定的同时，他提出，
要从长远角度考虑， 下转A02版▶

沈晓明调研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准备工作情况时要求

精益求精高质量做好论坛年会各项准备工作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委军民
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刘赐贵主持召
开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讲
话、重要论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和中央军
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历次全体会议精
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

面推动海南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
合发展，努力开创海南军民融合发
展新局面。

省长、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第一副主任沈晓明，省领导李军、毛
超峰、胡光辉、肖莺子、肖杰、史贻云
以及驻琼部队领导张学军、毛万标、
李谷建等出席会议。

会议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了习总
书记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2017年第一、第二次和2018年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军民融合发
展的重要论述。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海南省
军民融合发展2018年工作要点》《中
共海南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工
作规则》《中共海南省委军民融合发
展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海南省

“十三五”期间推进军事后勤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的实施意见》。
刘赐贵强调，习近平军民融合发

展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我们大力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争
创军民融合发展范例指明了努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
习、充分领会习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
认识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大

意义，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
迫感，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刘赐贵指出，近年来，海南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
合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建立军民
融合发展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
行体系，构建政策制度体系等，特别
是在省域“多规合一”中统筹规划军
地建设， 下转A02版▶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
努力开创海南军民融合发展新局面

沈晓明李军出席

毛万春率队调研河长制工作落实
情况时强调
提升站位 科学治理
以更高标准治理好水环境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刘操 实习生魏铭玮
通讯员李煜）3月26日至28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
调研组到海口市南渡江铁桥村国家水质自动监测站、
定安县南渡江定海大桥河段、澄迈县南渡江澄迈河段、
儋州市松涛水库、白沙黎族自治县南渡江白沙河段、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渡江松涛大桥河段、屯昌县南渡
江屯昌河段巡查南渡江，调研河长制工作落实情况。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更高的标
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南渡江水体质量。

南渡江是全省流程最长、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广
的河流，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调研中，毛万春一行
实地察看了南渡江水环境保护、生态修复、河流治理、
岸线环境整治建设等情况，听取各市县负责人就河长
制落实有关情况的汇报。毛万春对各市县开展保护水
环境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南渡江流域各市县要进
一步提升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站位，生态保护是最重要
的发展基础、政治责任、民心工程，要认识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下转A02版▶

距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召开

还有 天10
2018年4月8-11日 中国海南博鳌

3月25日至28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同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合影。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