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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0日向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
技与创新论坛首届大会开幕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给人
类发展带来了深刻变化，为解决和应
对全球性发展难题和挑战提供了新

路径。
习近平强调，科学技术应该造福

全人类。当前，全球正面临新冠肺炎
疫情等各种挑战。中国愿同各国一
道，加强科技创新与合作，促进更加开
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创新交
流，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保障人民身

体健康作出贡献。博鳌亚洲论坛同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举办国际科技
与创新论坛大会，将为全球科技创新
提供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大会
围绕“创新赋能可持续发展”这一主
题，集思广益，增进共识，促进合作，使
科技创新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向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
与创新论坛首届大会开幕致贺信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记者彭
青林 陈蔚林）根据中央统一部署，
11月10日上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
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
会在省人大会堂举行。中央宣讲团
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来明作宣讲报告，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主持报告会，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委副书
记李军出席。

报告会上，张来明紧紧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上所作的重要报告、重要说
明、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审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紧密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实际，
以深刻的理论、鲜活的案例、翔实的
数据，对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刻
阐释和全面解读。他指出，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会。全
会通过的《建议》，是开启我国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
性文件，是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领会
把握《建议》精神，最关键是要深刻
领会和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
展理念，最有效的是要紧密结合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从新的经验中
深化认识、增进共识、增加智慧、增
添力量，以新的实践来推动新发展
阶段的国家发展。

刘赐贵在主持时指出，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要
政治任务。当前，海南正以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中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和五中全会精神为统
领，全力应对“三个大考”，答好“三张
答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
作安排，紧密结合今天的宣讲报告，
紧密结合建设自贸港这个海南当前
最大实际，推进五中全会精神在琼州
大地上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广泛践
行，以实际行动体现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要推动全省深入学习领会五中
全会精神，确保对“国之大者”心中有
数，五中全会提出什么我们就要关心
什么、五中全会强调什么我们就要落
实什么，坚持原原本本、全面系统、融
会贯通学习领会，真正做到学懂弄通
做实。要在全省全面准确宣讲五中
全会精神，按照“六个讲清楚”要求，
推动五中全会精神进企业、进农村、
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进
网络，推动全省上下自觉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要
结合我省实际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
神，找准海南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
位置，结合岗位实际，对照一流标准，

排除一切困难，抓好政策落实，把学
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落到稳步推进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实际行动上来，把

“有效发挥自由贸易港引领作用”的
政治责任落到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扎
实成效上来。

报告会前，刘赐贵会见了张来明
一行。会后，张来明一行还将走进我

省高等院校、重点园区、海岛社区等
地，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互动宣讲。

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到全
省各地，各市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
省政府驻京办、驻穗办设分会场。现
职省级领导，省委各部门、省级国家
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副厅级以上
领导干部，中央驻琼和省属有关企事

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驻海口独立师以
上军警部队军政主官，省直机关干部
代表、学校师生代表、驻琼部队官兵
代表、离退休老干部代表1400多人
在海口主会场参会；各市县四套班子
领导干部及11个重点园区管理机构
负责人在当地分会场参会。

（更多报道见A03版）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
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在海口举行

张来明作报告 刘赐贵主持 沈晓明李军出席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潜航员和
保障人员：

欣闻“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
马里亚纳海沟10909米深处成功坐
底并顺利返回，中共海南省委、海南
省人民政府谨代表海南全省人民向
全体参加“奋斗者”号的潜航员、保
障人员和研制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并
致以崇高敬意！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是我国
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载人潜水器，
由海南省政府、三亚市政府和中国
科学院三方联合共建的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成功组织实
施此次万米载人深潜，实现了中国
人“五洋捉鳖”的伟大梦想，实现了
我国深海装备和深海技术的重大突
破。这是各参研参试单位及全体同
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自主创新道路，勇于进取、锐意攻
关，承担国家海洋科技发展取得的
最新成就。

深海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前
沿阵地，事关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现实和长远利益。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建设科技强国和海洋强国作出
重大部署。当前，海南全省上下正
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为统领，全力应对“三个大考”、答
好“三张答卷”，稳步推进自由贸易
港建设。希望你们忠诚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和海洋强
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艰苦奋斗、敢为
人先、勇于探索，不断攀登人类海洋
科技发展的新高峰，为海南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2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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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上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在
省人大会堂举行。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0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
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并发表题为《弘扬“上海精
神” 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
调，上海合作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
加强抗疫合作、维护安全稳定、深化务

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构建卫生
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
人文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

本次会议由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
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印度总理
莫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
吉斯斯坦代总统扎帕罗夫、巴基斯坦

总理伊姆兰·汗、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
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等成员国领导人，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长诺罗夫、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
委会主任吉约索夫等常设机构负责人
以及阿富汗总统加尼、伊朗总统鲁哈
尼、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白俄罗斯
总理戈洛夫琴科等观察员国领导人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会。
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

来，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各方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为
本组织稳定发展和国际抗疫合作注入
了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

国际格局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
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世界怎
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各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睦邻友好必将
超越以邻为壑，互利合作必将取代零和

博弈，多边主义必将战胜单边主义。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上海合

作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
作，为地区国家稳定和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
多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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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11月1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11月1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万里写入胸怀间
——记习近平主席三届进博会主旨演讲 （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