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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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工作
◀上接A01版
要深刻领会开展“海南无假货”品
牌建设行动的重要意义，积极查
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和侵犯

知识产权等行为。要完善法律框
架，尽快确定一批省级重点督办
的案件，抓好互联网领域的综合
治 理 ，做 好 商 品 流 通 领 域 的 整

治。要广泛动员，加强舆论和社
会监督，达到查处一案、震慑一片
的效果。

会议要求，要在落实河长制基础

上，进一步落实湖长制，加强江河湖泊
管理；要把解决问题作为建立河湖长
制度的首要任务，不搞形式主义；要加
强综合治理，不仅要管好河道，还要管

好河道两岸和流域；各市县党委、政府
要对辖区内的河湖管理切实负起主体
责任。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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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A01版
毛万春表示，海南电网公司要更

加自觉地提高政治站位，带头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在海南推进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中当标兵、当先行，有更大的
作为。海南电网电力系统要践行五
大发展理念，对标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标准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在管理上，

要推进劳动、人事、分配改革，打造一
支现代化、素质高、合力强的管理团
队；在技术上，要提升输电、变电、配
电、用电以及智能电网等发展水平；
在机制上，要通过优化结构，提升竞

争力，激活企业发展动力和活力；在
融合上、要积极整合、集约、集聚方方
面面力量。海南电网公司要在海南
推进“五网”基础设施建设中起到示
范、辐射、以点带面作用，要保持好，

巩固好，提升好综合效益，实现政治
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民生效
益、生态效益最大化。省政协将为海
南电网公司发展鼓与呼，积极建言献
策，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

◀上接A01版
习近平强调，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

实现包括非洲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共同富裕，是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中非传统友
谊深厚，过去是并肩战斗的好兄弟，现在是共同发
展的好伙伴。中非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在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走在了前列。

习近平指出，非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和
自然延伸，是重要参与方。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加强同非洲全方位对接，推动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符合国
情、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造福中非人民
的共同繁荣之路。中国对非投资不附加任何政治
条件，不干涉内政，不提强人所难的要求，注重分
享发展经验，支持非洲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言必行、行必
果的务实合作之路。中非合作找准基础设施不
足等制约非洲发展的要害，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不搞花架子。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敞开胸怀拥抱世
界的开放包容之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完全遵
循现有国际通行规则，坚持公开透明，在尊重非方
意愿前提下，愿同所有有能力、有意愿的国家加强
第三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打造多赢合作平台。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贸易和投
资便利化的自由通畅之路。中方愿在互利共赢
原则下继续在标准推广、市场准入、人员培训、海
关商检等方面开展同非洲合作，助力推进中非贸
易畅通。中方鼓励和支持中非相互投资，不追求
贸易顺差，愿创造条件扩大进口。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坚持开放的目标不
会变，扩大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欢迎包括非
洲企业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家到中国投资兴
业，也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家到非洲开拓发展，携
手共建“一带一路”。

习近平对中非企业家提出四点希望：一是立
足中非、着眼长远，深耕细作，同中非人民共同成
长、共创辉煌。二是紧紧把握创新的历史机遇，相
互借鉴，创新合作方式，利用好现代技术成果，发
展朝阳产业，在推进传统工业化升级的同时推进
智能化发展。三是扛起应担的社会责任，尊重当
地文化风俗，重视培养企业声誉，更加注重员工培
训和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件，更加重视环境保护
和资源节约利用，为长远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四
是在经济合作中做中非友好的连接纽带，生意做
到哪里就在哪里播下友好的种子，项目建在哪里
就在哪里树起友谊的丰碑。

习近平最后指出，13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12亿多非洲人民也在追
求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中非有着共同的发展诉
求，我们愿同非洲兄弟并肩奋斗，共享发展成果，共
同走上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幸福之路。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乍得总统代比、吉布提
总统盖莱、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纳米比亚总
统根哥布、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等非方领导人随
后致辞，表示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确定
的“十大合作计划”有力推动了非洲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中国是非洲的真朋友、真伙伴、真兄
弟。“一带一路”倡议很好地与非洲各国相关经济
发展项目对接。非洲期待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中方携手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与会中非企业家代表表示，中非传统友好合作
根基深厚，中非经济互补性很强，双方企业合作前
景广阔，商机无限。中非企业要分享成功经验，创
新合作模式，实现互利共赢，要积极参与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丁薛祥、杨洁篪、蔡奇、王毅、赵克志、何立峰，

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35位非方领导人及
中非知名工商企业和有代表性的中小企业负责人、
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代表约1000人出席开幕式。

支持非洲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
共享发展成果
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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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锻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的精兵劲旅。

四要始终坚持军民融合发展战
略，努力打造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
区。省军区系统要充分发挥好军民
融合协调作用，积极牵头协调驻军部
队配合好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在“五
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社会化保障、国防动员等诸多
方面进行深度融合，推动经济建设与
国防建设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
深程度上融合发展。全省各级党委
政府要一如既往地把支持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
责任，认真落实拥军优属政策，着力
解决好事关官兵“后院”“后代”“后
路”等问题，弘扬好军爱民、民拥军的

优良传统，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民军政
军地团结的大好局面。

叶青在报告中总结了省军区部队
过去五年的工作，分析指出当前外部
社会环境深刻变化。围绕今后五年的
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叶青强调，要毫
不动摇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毫不
动摇加快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毫不动
摇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建设；毫不动摇

夯实基层全面建设基础；毫不动摇全
面加强各级党的建设，奋力谱写省军
区部队全面建设发展新篇章。

陈守民在致辞中讲到，过去五年，
省军区各级党委坚持在强化政治建军
中坚定信念，在圆满完成重大任务中
彰显忠诚，在深化调整改革中创新发
展，在强力正风肃纪中浴火重生，为维
护国家主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

省军区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
引领下，全面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
会议精神，持续兴起练兵备战热潮，加
快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在新的征程上
奋力前进。

会议书面审查了省军区纪律检查委
员会工作报告。省军区党委常委李谷
建、毕重峰、郑少波、陈宗云出席会议。

“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树立典范。”

3日下午，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题为《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
发展》的主旨讲话中如此宣示。

这是继中非合作论坛2006年北
京峰会和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之
后，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又一次大团圆。

秋光灿烂，晴空澄澈。下午4时
许，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国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及国际和地
区组织负责人等相继抵达人民大会堂。

来宾中，既有来自冈比亚、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布基纳法索这3个论坛
新成员的领导人，也有吉布提总统盖
莱、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等出席过
前两次峰会的老朋友。不远万里而
来，合作共赢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苏绣壁画《长
城》恢弘大气，寓意友谊绵延万里。习
近平主席热情迎接外方领导人，同他
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随后，中外领
导人集体合影。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国和非
洲将如何共叙友情，共商合作，共话未
来？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里灯光璀璨，
花团锦簇。主席台后幕上，中非合作
论坛会徽高悬，“合抱之手”意涵隽
永。中国和53个非洲国家国旗、非洲
联盟会旗整齐排列在巨幅蓝色背景板
前，传递着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共同
心声。

下午 4时 45分许，峰会隆重开
幕，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讲话。

“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广阔，中非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大有可为！”

这是同心同向真诚合作的期盼，
这是携手前进共创未来的信念。

掌声如潮，经久不息。
——掌声中，中国和非洲在逐梦

道路上结伴同行。
会场内，中非各界人士约3200人

认真聆听讲话。他们不会忘记，中国
和非洲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结下了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

今天的非洲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
强、发展振兴，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相信中非合作的必由之路
就是发挥各自优势，把中国发展同助
力非洲发展紧密结合，实现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我们要抓住中非发展战略对接
的机遇，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
重大机遇……”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
晔。”身处新时代，展望新未来，中国和
非洲信心满怀、脚步坚定。

——掌声中，中非命运共同体未
来蓝图更加清晰。

“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
只予不取，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
国发展快车。”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
早已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
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这六个“携手打造”关键
词，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指明方向。

——掌声中，中非合作被注入强
劲的中国力量。

“中国决定扩大进口非洲商品特

别是非资源类产品”。
“支持设立旨在推动青年创新创

业合作的中非创新合作中心”。
“中国决定优化升级50个医疗卫

生援非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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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
席宣布，中国愿以打造新时代更加
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在
推进约翰内斯堡峰会确定的中非

“十大合作计划”基础上，同非洲国
家密切配合，未来 3年和今后一段
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

35分钟讲话，20多次热烈掌声，
代表了与会者的共鸣与心声。讲话结
束，现场嘉宾纷纷起立向习近平主席
鼓掌致意。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8年来，为
中非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论坛
共同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致辞
中表示，习近平主席宣布的新举措，将
对非洲大陆和平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
的影响。

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

加梅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
的努力已经充分表明，一个更加强大
的非洲是发展的机遇，与非洲合作大
有前景。

中非合作的时代强音在会场内外
回响。无论是数千名前来报道的中外
记者，还是受邀参会的中外人士，他们
把中非合作论坛的友好之声进一步传
向世界。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
感召下，中非合作一定会行稳致远，这
让我们参与其中更有信心、更感自
豪。”参加开幕式的协鑫集团董事长朱
共山说。

“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对非洲国
家而言非常宝贵。我们希望通过这
一盛会，学习中国发展经验，进一步
增进中非友谊，让民众的日子更幸
福。”专程来华报道峰会的南苏丹记
者西翁戈说。

从人民大会堂眺望远方，于古都
北京展望未来，中国梦与非洲梦由此
插上合作共赢的翅膀，比翼翱翔在充
满希望的筑梦之路上。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记者孙
奕 孔祥鑫 吴嘉林)

同心逐梦，共筑美好未来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侧记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3日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出席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外方领导人和夫
人。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出席。

当晚的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欢
乐祥和。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亲
切握手，互致问候。56位活泼可爱的
少年儿童手持中非合作论坛成员方国
旗、会旗，热烈欢迎中外领导人夫妇，
手拉手一一引领领导人夫妇集体合
影。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各国领导人及
夫人在巨幅苏绣壁画《长城》前合影留
念。随后，壁画打开，中外领导人夫妇
在汉白玉台阶前驻足，欣赏童声合唱
《茉莉花》。在前往宴会厅沿途，盛装
的青少年载歌载舞，欢迎远道而来的
贵宾。

宴会厅内，张灯结彩，高朋满座。
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和彭丽媛
同贵宾们共同步入宴会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位领导人的
到来。习近平指出，12年前，中非领
导人在北京欢聚一堂，共叙友谊，共
商合作。12年后，我们再次在这里
共襄盛举，秉持初心，继往开来。12
年来，中非关系始终健康快速发展，
各层次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更
加红火，中非友好大家庭力量更加壮
大，中非人民命运更加紧密在一起。
中国的“非洲元素”和非洲的“中国元
素”交相辉映，中非人民交流多姿多
彩，亮点纷呈。

习近平强调，我们将以更加坚定
的信念和决心，一起为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绘制蓝图，共同奏
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恢弘乐

章；一起为全面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
动”作出规划，携手推进共商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伟大进程；一起为加强发
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贡献智慧和力量，
协力铸就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强
支柱。中国愿同非洲国家一道，以行
动兑现承诺，以实干书写历史，让中非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让中非友谊
的明天更加光辉灿烂。

论坛共同主席、南非总统拉马
福萨代表非洲国家致辞。他表示，
中非合作论坛是南南合作和多边合
作的重要平台。“独行快，众行远”，
非洲国家要实现《2063年议程》伟大
愿景，中国是可以信赖的合作伙
伴。论坛北京峰会必将使非中关系
提升到新的高度。与会各国领导人
要齐心协力，继往开来，确保峰会取
得圆满成功，为新时代非中友好合
作奠定坚实基础。

宴会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习近平同各国领导人亲切交谈，共同
祝愿中非各国共同发展，繁荣进步，人
民幸福安康，祝愿中非合作论坛踏上
新征程，开启新篇章，祝愿北京峰会圆
满成功。

宴会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
们观看文艺演出。

20时 20 分许，演出在《飞天彩
虹》的舞蹈中拉开序幕。舞者在绸带
环绕下凌空飞舞，再现敦煌艺术的瑰
丽神气。鼓乐《鼓角相闻》融合中国
鼓乐、非洲布隆迪大鼓和尼日利亚鼓
乐精髓，传递两种文明和谐共生的理
念，为中非合作鼓劲加油。华阴老腔
《丝路回声》展现古朴和现代的完美
结合。中非武术学员们和中国箫、古
筝演员共同演绎的《武动灵韵》一动
一静、一张一弛，呈现中华文化刚柔
并济的独特魅力。热情奔放的歌舞

《帕达帕达》将南非人民耳熟能详的
歌曲与舞蹈有机结合，营造出非洲大
地一派欢腾气氛。中非艺术家同台
共演的古典芭蕾舞剧《堂·吉诃德》选
段将经典“大双人舞”芭蕾技巧发挥
到极致。主题歌曲《命运共同体》唱
响“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唱出中非人民“友
谊是唯一通途，同心共筑美好未来”
的共同心声。来自中国和非洲国家
的歌舞演员身着盛装，共同登台演出
充满动感和韵律的歌舞《舞动新时
代》，与现场各国来宾同唱欢歌，少年
儿童用魔术手法打开中国和非洲国
家国旗，祝福中非团结合作，祝福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圆满
成功，将演出推向高潮。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蔡
奇、王毅、赵克志、何立峰等参加上
述活动。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
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

近年来，非洲国家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中非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快推进全
方位合作，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一个个项目和工
程在非洲落地，技术培训和文化交流次第展开。
“一带一路”建设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增添了新的亮点和能量，也书写着中非人民携手
合作、共同逐梦的精彩故事。

这是由中国承建的肯尼亚蒙巴萨－内罗毕标
轨铁路（蒙内铁路）蒙巴萨站。

新华社记者 王腾 摄

“一带一路”成果惠及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