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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6月5日电（记者陈
贽 温馨 黄尹甲子）国家主席习近平5
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大剧院共
同出席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并观
看文艺演出。

夜幕下，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剧
院华灯闪烁、流光溢彩，洋溢着欢乐喜庆
的气氛。

当地时间20时45分许，习近平和
普京一同步入会场。全场起立，鼓掌
欢迎。

普京首先致辞。他表示，建交70年
来，俄中关系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
程。双方相互支持和帮助，推动两国关
系今天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是俄
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能源、航空航
天、科技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俄中两
国密切协作，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
定、解决热点问题、应对人类面临的新挑
战新威胁作出了重要贡献。俄中共同支
持世界多极化，维护国际法及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推动形成以平等互利、合
作共赢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我同
习近平主席今天共同签署并发表了联合
声明，为俄中深化合作提出了更加宏伟
的目标。俄方愿同中方一道，为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而共同努力。

在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
手努力，并肩前行，开创新时代中俄关系
的美好未来》的致辞。

习近平说，今天，我们隆重庆祝中俄
建交70周年，共同迎来两国关系又一个

历史性时刻。我们不会忘记，在艰苦卓
绝的卫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中苏军
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用鲜
血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即承认
并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新中国建
设百废待兴的岁月里，大批苏联专家用
智慧和汗水帮助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基
础，也书就了两国人民友谊的佳话。进
入21世纪，双方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关系提
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推动建
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树立了典范。

习近平强调，经过70年风云变幻考
验，中俄关系愈加成熟、稳定、坚韧。我
和普京总统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启中俄关系更
高水平、更大发展的新时代。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的中俄关系，要
始终以互信为基石，筑牢彼此战略依托，
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
持力度，牢牢把握中俄关系向前发展的
战略方向。要着力深化利益交融，拉紧
共同利益纽带，继续开展共建“一带一
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构建中俄互利
合作新格局。要大力促进民心相通，夯
实世代友好的民意基础，鼓励两国社会
各界、各地方加强交流互鉴，共同传递中
俄世代友好的接力棒。要更加担当有
为，携手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同国际社会
一道，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多极化
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建设更加繁荣
稳定、公平公正的世界，携手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70年的历史经验充分
表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俄都
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拆不散的真伙伴。
让我们以庆祝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携
手努力，并肩前行，共同开创新时代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未来！

全场对中俄两国元首的讲话报以热
烈的掌声。

随后，习近平和普京共同观看“乐
动中俄”人文交流主题活动短视频，并
欣赏由中俄两国艺术家联袂呈现的文
艺演出。

演出在俄罗斯民歌《沿着宽阔的街
道》中拉开序幕。《庆祝序曲》以丰富的
中国民族管弦乐展现了喜瑞祥和的节
日场面。中俄艺术家合奏中国乐曲《茉
莉花》和俄罗斯乐曲《红莓花儿开》表达
出对两国传统友谊的赞美。《来自东方
的祝福》构成一幅意境深远的音乐画
面。演出在俄罗斯民族乐曲《卡林卡》
中落下帷幕。

中俄各界人士约1600人出席。
纪念大会前，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中

俄建交70周年图片展。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致辞全文见A02版）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
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并观看文艺演出

新华社莫斯科6月6日电（记者
刘畅 李志晖）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在
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年。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
展，在大国关系中互信程度、协作水
平、战略价值最高，为世界和平、稳
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中
俄关系已经迈入新时代，两国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发掘出新的
内涵。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
特别是一些遏制新兴市场国家发展
的不正当行径，中俄加强全面战略

伙伴协作，对维护我们两国和两国
人民利益、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
荣意义重大。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再接再厉，推
动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发展，给两国
人民带来更多实惠，为两国发展复兴
注入更强大动力。双方还要加强在联
合国、世界贸易组织、金砖国家、二十
国集团等多边事务中的合作，为国际
社会贡献更多“中俄方案”。

梅德韦杰夫表示，两国元首昨天
签署声明，宣布俄中关系迈入新时代，
意义重大。当前，个别国家不计后果，

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动辄制裁他国，打压他国企业，这
遏制了世界经济增长，危害了国际贸
易发展，其行径是短视和破坏性的。
俄中要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俄中
及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切实维
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俄方愿同中方一
道，通过两国总理定期会晤等机制，全
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合作共
识，包括欧亚经济联盟和共建“一带一
路”对接合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6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大剧院共同出席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况
昌勋）6月6日上午，省长沈晓明在
海口会见了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
莱。

沈晓明欢迎傅恩莱一行。他

说，海南正在推进自贸区和中国特
色自贸港建设，与新西兰的合作空
间大，期待大使此次访琼能够形成
更多的合作共识，推动双方在“一程
多站”等旅游产品开发、高等教育交

流、游艇制造、食品加工等领域开展
深入合作。

傅恩莱表示，新西兰非常关注
海南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
港。希望双方共同推动游艇产业、

生态农业、职业培训、科技研发等领
域发展；借助今年是“中国—新西兰
旅游年”的契机，拓宽旅游、文化和
体育产业等方面合作。

倪强参加会见。

沈晓明会见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
森）近日，省委书记刘赐贵对我省公
安工作提出要求：做好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安保工作，确保海南社会大
局稳定。6月6日上午，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刘星泰在省公安厅主持
召开座谈会，传达省委书记刘赐贵
对我省公安工作的要求，研究部署

贯彻落实工作。
刘赐贵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

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实
抓好，将习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公
安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贯穿到工
作的各个环节。要按照中央和省委
统一部署，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确保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要始终坚持党对公安工
作的绝对领导，确保公安队伍始终
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
业。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深入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禁毒三年大会
战，重拳打击电信诈骗、黄赌毒等违
法犯罪活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围绕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需要，探索推出更多在
全国有影响、全省可复制推广的制
度创新举措。要以做好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安保工作为主线，全力做好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项工
作，确保海南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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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对我省公安工作提出要求

做好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安保工作
确保海南社会大局稳定

本报三亚6月6日电（记者况
昌勋）6 月 5 日，省长沈晓明赴东
方、三亚等市县调研检查气网基
础设施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并主持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气网提质升
级工作。

沈晓明先后到东方工业园区、
东方13-2海上油气田平台进行考
察。东方13-2气田群今年5月开
始试生产，他乘直升机来到生产平
台，看望慰问一线工人，详细了解气
田、海上输气管网等建设情况。在
三亚，沈晓明主持召开视频座谈会，
与天然气开发企业和管道燃气经营

企业围绕天然气生产和供应、城乡
燃气管网和环岛管网建设等方面进
行深入讨论，研究部署全省气网提
质升级工作。

沈晓明指出，为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海南要构建覆盖城乡的供气管
网的要求，各部门、各市县及中海
油、中石油等相关企业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事求是
地看，海南气网建设存在不少短板，
特别要正视岛内主干管网闭环连接
尚未形成、支线管网建设总体质量
水平有待提高、气源供应存在不确
定性、用气价格相对较高等问题。

要以“多规合一”和“全省一盘棋、全
岛同城化”理念为引领，切实提高站
位，努力实现“县县通管道气”和城
乡燃气全覆盖的目标，真正实现“气
化海南”。

沈晓明强调，要从管网建设和
气源供给两个方面，精准发力，促进
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管网建设
要坚持整体规划、远近结合、适度超
前的原则，不断完善环岛天然气管
网输配布局，尽快实现物理成网。
要加快推进文昌-琼海-三亚输气
管道工程建设，积极协调推进琼粤
天然气管线建设；按照“宜管则管、

宜罐则罐”原则，加快气网支线建
设，全面提高支线管道输送能力；抓
好试点工作，“多点突破”推进燃气
下乡“气代柴薪”工作；持续探索体
制机制创新，创新融资模式，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提高气网建设品质，推
动油气产业发展。气源供给方面，
要加快突破项目开发的瓶颈，引入
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
开发利用南海气田，发挥项目示范
和带动效应，推动南海油气田可持
续勘探开发。

毛超峰、童道驰、倪强分别参加
相关活动。

沈晓明在调研气网提质升级工作时强调

精准发力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供气管网

本报海口 6月 6日讯 （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6月6日，记者
从省交警总队获悉，为加快推广新能
源汽车和节能环保汽车，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要求各地交警在6月底前，根
据辖区实际情况在道路公共停车位
中，设置一定比例的新能源汽车专用
停车位。

省交警总队明确，原则上除道路
无法通行或交通管制区域外，禁止对
新能源客车、4.5吨以下新能源物流货
运车辆实行限行。

6月底前我省将在道路公共停车位
设置专门区域

新能源车可享专用车位

本报三亚6月 6日电 （记者易宗平）6月 6日，
2019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场活动（以下
简称海洋日活动）在三亚市举行，2019年度全国十大
海洋人物、海洋知识竞赛大学生组总决赛成绩揭晓，并
对获评者予以奖励。

2019年度全国十大海洋人物分别是：国家海洋局
极地考察办公室科学家、首任南极长城站中山站站长
郭琨，海军郑州舰实习舰长、博士韦慧晓，东海海巡执
法总队“海巡01”轮见习大副詹春珮，中海油天津分公
司渤海石油研究院专家牛成民，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
所专家黄晖，江苏滩涂馆馆长周士辉，北京瀚纳影视文
化公司演员黄渤，三沙卫视记者王俊皓，中远海运港口
阿布扎比码头委派团队，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鲸豚救护小组。

活动中，还对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大学生组总决
赛胜出者进行奖励，中国海洋大学学生朱振翔获得

“南极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生王雅楠获得
“北极奖”、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生雷泽林获得“大
洋奖”。

为期一周的海洋日活动，在三亚同步举行“全国大
中学生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守护美丽
海洋，海洋自然保护地图片展”“海洋防灾减灾知识科
普展”等主题展览，并在三亚的海岸带组织开展大规模
的净滩行动。

本届海洋日活动由自然资源部主办，主题为“珍惜
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2019年度全国十大海洋人物
昨在三亚颁奖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王玉
洁 实习生李婷）6月6日上午，2019
第十届“海创杯”海南创业大赛在海口
启动。本次大赛主题为“创响新海南，
共享新机遇”，将一直持续到10月，创
业总奖金为250万元，其中获奖者最
高可领取10万元奖金，鼓励年满16
周岁的各类创业人员报名参加。

大赛分为主体赛和专项赛，主体
赛包括省内企业组、省外企业组和创
意组，专项赛包括扶贫专项赛和女性
专项赛。其中，省外企业组比赛方面，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将在广州、武汉组
织初赛，并评选出30个项目到海南参
加决赛。

此外，扶贫专项赛采取单一命题
方式开展，以“贫困村的产业开发”为
题，针对全省贫困村的产业发展征集
优秀项目，最终选出30个项目进入决
赛；从事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的女创客均可参加女性专项
赛，这场比赛设置创新组、创意组和手
工组，最终奖励18名参赛者。省妇联
为女性专项赛另设了30万元奖金。

大赛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教育厅、省扶贫工作办公室、共
青团海南省委、省妇联联合举办。

第十届海南创业大赛启动

250万元创业大奖
等你拿

工信部颁发4张牌照，5G网络
建设落地步入加速期

我省或在明年
迎来5G规模商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