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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海南）
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2018年9月28日—30日

中国·海南·陵水24DAY

9月6日—9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DAY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记者韩
洁 郑明达）国家主席习近平3日在国
家会议中心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
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
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同迈向富裕
之路》的主旨演讲，强调中国支持非洲
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愿同非洲加
强全方位对接，打造符合国情、包容普

惠、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共同
走上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幸福之路。

上午10时许，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同出席开幕式的非方领导人共
同步入会场。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发
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3年前，我在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了旨在

推动中非共同发展的“十大合作计
划”，目前这些措施已结出累累硕果。
中国同非洲国家加强战略对接，密切
经贸联系，在推动非洲工业化和现代
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
利化、能力建设、减贫惠民等方面取得
长足进展，中非合作成果正在造福非
洲人民。 下转A03版▶

习近平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
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支持非洲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共享发展成果 实现共同富裕

新华社北京 9月 3日电 （记者白
洁 朱超 丁小溪）3日，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讲话，强调中非要携起手来，共同
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
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重点实施好产业促进、设
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

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
大行动”。

初秋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
两旁鲜花盛开，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国
旗、非洲联盟会旗和印有中非合作论坛
会徽的旗帜迎风飘扬。人民大会堂北门
外，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16时许，出
席论坛峰会的外方领导人陆续抵达。习
近平在北大厅热情迎接，同他们一一亲

切握手，互致问候。随后，中外领导人集
体合影。

大礼堂里灯光璀璨，花团锦簇，中非
伙伴共聚一堂。主席台上，中非合作论
坛会徽格外醒目，中国和53个非洲国家
国旗、非洲联盟会旗整齐排列在以中英
法文书写着“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的巨幅蓝色背景板前。16时40分
许，军乐团奏响热烈庄重的欢迎进行曲，

习近平和外方领导人一同步入会场，全
场起立，掌声雷动。

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共命
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

习近平向出席论坛峰会的外方领导
人，包括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布
基纳法索3个论坛新成员领导人表示热
烈欢迎。

习近平指出，中非双方基于相似遭

遇和共同使命，在过去的岁月里同心同
向、守望相助，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
作共赢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始终
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
洲各国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携手前进。
中国在合作中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
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
民、务实高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
蓄。中国坚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预非

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
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
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中国
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

“五不”。
习近平强调，非洲发展不可限量，非

洲未来充满希望， 下转A02版▶
(讲话全文见A02版)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隆重开幕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强调携手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重点实施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
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

本报海口9月3日讯 （记者周
元 通讯员胡耀中）省军区第十一次
党代表大会9月3日上午在省军区指
挥中心隆重开幕。会议提出，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
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三个维
护”，更加坚定自觉听党指挥，更加扎
实有效练兵备战，更加创新完善国防
动员体系，更加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在新的征程上推进省军
区部队建设实现新发展。省委书
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赐贵在
开幕大会上讲话。省军区党委书
记、政治委员叶青代表省军区第十
届党委向大会作报告。省军区党委
副书记、司令员陈守民主持开幕大
会并致开幕辞。

刘赐贵代表省委对大会的召开
致以热烈祝贺，对省军区全体官兵表
示感谢和问候，对省军区党委过去五
年带领全区官兵推进部队建设取得

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刘赐贵指
出，加快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是海南军地双方必须共同承担的
重大政治责任。省军区各级党委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特别要在实际工作中深入学习、融会
贯通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4·13”重要讲话、中央12号文件
精神，紧紧围绕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
务，牢记使命，把握机遇，坚定信心，
创新实干，努力创造出无愧于党、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无愧于大
特区的新业绩！

刘赐贵强调，要做到四个“始终
坚持”：一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确保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省军区各级要坚决践行“四个意识”，
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
坚决打牢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确保
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

二要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永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省军

区各级要全面加强部队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纯净部队政治生态；要大力加强部
队党的作风建设，强化党内监督作
用；大力加强部队党的制度建设，用
铁的纪律和制度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全面从严治军，保持人民军队的
良好形象。

三要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
的根本标准，切实扛起守好祖国南大
门的责任担当。进一步强化忧患意
识和使命意识， 下转A03版▶

省军区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开幕

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
在新的征程上推进省军区部队建设实现新发展

刘赐贵讲话 叶青作工作报告 陈守民主持

本报海口9月3日讯 （记者况
昌勋）9月3日上午，省长沈晓明主持
召开七届省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研
究部署全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还审议通过《海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开展“海南无假货”品牌建设
行动方案》《海南省“十三五”促进就

业规划》《海南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
《海南省国民营养计划（2018-2030
年）实施方案》。会议研究通过《海南
省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方案
（送审稿）》《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
理的实施意见（送审稿）》两份文件，
决定提请省委审议。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打赢脱贫
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极端
重要性，牢牢把握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
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和
循序渐进原则，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一要抓好

产业这个关键，大力发展热带高效农
业和乡村旅游业。二要完善农村“五
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公路六
大工程、4G和光网覆盖、农村电网改
造、燃气下乡进村、田间水利沟渠建
设等工作。三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加快农村社会事业改
革，提高基层教师、卫生人才的待遇，

强化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
提升乡村教师的能力。四是着力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统筹抓好“两违”整
治和农房报建工作。五是以更强的
执行力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会议指出，货真价实是建设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应有之义和基本
要求， 下转A03版▶

沈晓明主持召开七届省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工作

本报海口9月3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符总）8
月30日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海南电网公司
调研，深入了解海南电网公司发展现状、电网规划建
设、服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工作等情况，并与海南
电网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毛万春勉励海南
电网公司，加快推进“五网”基础设施建设，为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贡献。

毛万春一行考察参观了海南电网电力调服中心，
了解全省电网运行情况。座谈会上，毛万春听取了海
南电网公司负责人有关电网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海
南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过
程中，做好“五网”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电力在经
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经济要发展、电力
要先行。近年来，海南电源容量持续增加，配套建设不
断改进完善，海南电网公司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 下转A03版▶

毛万春到海南电网公司调研时指出

坚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为推进“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做好示范

9月3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出席论坛峰会的外方领导人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张领 摄

9月3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