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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在北京以视
频方式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波黑、捷克、黑山、
波兰、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希腊、匈牙利、北马其
顿、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
陶宛、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出
席。习近平发表题为《凝心聚力，继往开来 携手共谱合作新

篇章》的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坚持
共商共建、务实均衡、开放包容、创新进取，是多边主义的生动
实践，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愿同中东欧国家顺应
时代大势，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携手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已经走过9

年历程。9年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经历了时间和国际形
势复杂变化的考验，形成了符合自身特点并为各方所接受的合
作原则。

一是有事大家商量着办。坚持相互尊重，合作不附带政治
条件，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共商共建共享，照顾彼此关切。

二是让合作方都有收获。聚焦务实合作，推动合作均衡发

展，坚持经济和人文结合、贸易和投资并重。同9年前相比，中
国同中东欧国家贸易额增长近85%，双向旅游交流人数增长近
4倍，中欧班列已经覆盖大部分中东欧国家，一大批合作项目成
果喜人。

三是在开放包容中共同发展。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坚持
以协商合作弥合差异、解决分歧。遵循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
符合市场原则，欢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实现共赢、
多赢。

四是通过创新不断成长。率先探索跨区域合作同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对接，率先实现“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在地区全覆盖。

习近平指出，我们身处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前所未有的
挑战，需要各国以前所未有的团结协作共同应对。习近平就新
形势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发展提出4点建议：

第一，直面疫情挑战，坚定共克时艰的合作信心。加强联
防联控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经验交流，探讨开展传统医药合
作，提升卫生医疗合作水平，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国愿积极考虑中东欧国家疫苗合作需求。促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妥有序恢
复人员往来、推动复工复产，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第二，聚焦互联互通，畅通联动发展的合作动脉。不断完
善融通格局，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推进匈塞铁路
等大项目建设，继续支持中欧班列发展。深化海关贸易安全
和通关便利化合作，开展“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合
作试点。

第三，坚持务实导向，扩大互惠互利的合作成果。中方计
划今后5年从中东欧国家进口累计价值1700亿美元以上的商
品。加快中东欧国家农食产品输华准入进程，争取未来5年中
国从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额翻番，双方农业贸易额增长
50%，中方倡议在中东欧国家合作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继续
推进宁波、沧州等地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产业
园建设。加强人文交流，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深化体育合作。

第四，着眼绿色发展，打造面向未来的合作动能。坚定不
移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以2021年“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年”为契机，深化绿色经济、清洁能源
等领域交流合作。中方倡议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
研究中心、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青年科技人才论坛，拓展在
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健康产业等领域合作。推动建立中国－
中东欧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公众
健康产业联盟。 下转A02版▶

（讲话全文见A02版）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春节前
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
别以电话等方式慰问或委托有关方面
负责同志慰问了江泽民、胡锦涛、朱镕
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
张德江、俞正声、宋平、李岚清、曾庆
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刘
云山、张高丽和田纪云、迟浩田、姜春
云、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淇、吴
仪、曹刚川、曾培炎、王刚、刘延东、李
源潮、马凯、李建国、范长龙、孟建柱、
郭金龙、王汉斌、何勇、杜青林、赵洪
祝、王丙乾、邹家华、彭珮云、周光召、
李铁映、何鲁丽、许嘉璐、蒋正华、顾
秀莲、热地、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

木格、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司马
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桑国卫、王胜
俊、陈昌智、严隽琪、张平、向巴平措、
张宝文、唐家璇、梁光烈、戴秉国、常万
全、韩杼滨、贾春旺、任建新、宋健、钱
正英、胡启立、王忠禹、李贵鲜、张思
卿、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
李蒙、廖晖、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
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张
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李金
华、郑万通、邓朴方、厉无畏、陈宗兴、
王志珍、韩启德、林文漪、罗富和、李海
峰、陈元、周小川、王家瑞、齐续春、马
培华、刘晓峰、王钦敏等老同志，向老
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衷心祝
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高度评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极不
平凡的一年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交出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
载入史册的答卷，对习近平总书记作为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表示衷心拥
护。老同志们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信心，迎难而
上，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奋力夺取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以优
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中央领导同志慰问老同志

习近平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凝心聚力，继往开来，携手共谱合作新篇章

2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凝心聚力，继往开来 携手共
谱合作新篇章》的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
况昌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2月8
日，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
记沈晓明前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五指山市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向大家致以新春祝福。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
刻把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安危
冷暖放在心上，把他们最关切最
急需的事办实办好，让全省人民
过个健康快乐幸福年。

沈晓明一行先后来到保亭响
水镇合口村和五指山市毛阳镇毛
贵村，走入困难群众家中，看房
屋、算收入、拉家常，详细询问他
们的日常生活、身体状况、医保报

销、子女教育等，了解实际困难和
需求，并祝他们新春愉快、幸福安
康，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还勉励孩
子们好好读书、健康成长，用知识
改变命运，努力实现梦想，更好回
报国家、社会和父母。

在毛阳镇敬老院，沈晓明看望
慰问特困老人，实地了解居住环境
和生活情况，听取敬老院服务管理
情况介绍。他叮嘱有关单位，要落
实好省委省政府关于防寒御寒工
作部署，为老人们添置衣物、棉被
等生活用品，让大家温暖过冬。

沈晓明指出，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
过上更好的日子。要加强脱贫人

口、边缘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常
态化监测和帮扶，确保无返贫和新
增贫困人口。要持续推进“气代柴
薪”工程，加快生态环保设施建设，
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
生活品质。要落实就业优先政策，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教育、医
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省领导徐启方、孙大海参加
慰问活动。

沈晓明在节前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要求

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让全省人民过个健康快乐幸福年

去年海南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99.5%
系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以来最高水平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周海燕
实习生王艺晓）2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视频会议上获悉，2020年，全
省优良天数比例创新高，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9.5%，是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以来最高水平。全省细
颗粒物（PM2.5）浓度为13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一级标
准。五指山市成为我省首个PM2.5达个位数的市县。

据了解，《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明
确的33项重点制度成果目前已出台30项，其中包括

“禁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内的9项制度创新改革
举措在国家层面推广。去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
好，国控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率100%，城市（镇）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镇内河湖水质达
标率91.3%，较“十三五”初期提升49.1%。

此外，去年我省生态环境系统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问题整改。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按时
完成率92.5%，群众举报件全部办结；第二轮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群众举报件办结率达99.66%。2月8日，省委书记沈晓明

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
镇合口村，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务实
均衡、开放包容、创新进取，是多边主义的生动
实践，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愿同中东欧国家顺应时代大势，实现更
高水平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携手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 9年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经历了时间
和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的考验，形成了符合自身
特点并为各方所接受的合作原则
一是有事大家商量着办
二是让合作方都有收获
三是在开放包容中共同发展
四是通过创新不断成长

■ 习近平就新形势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发展提出4点建议：
第一，直面疫情挑战，坚定共克时艰的合作信心
第二，聚焦互联互通，畅通联动发展的合作动脉
第三，坚持务实导向，扩大互惠互利的合作成果
第四，着眼绿色发展，打造面向未来的合作动能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2月9日，省委
书记沈晓明到高校、医院和科研院
所看望慰问优秀人才代表，向大家
致以新春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
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树牢尊重
人才、爱护人才、重用人才理念，全
面提升人才服务保障水平，为各类
人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这片热土中

更好干事创业、建功立业营造良好
环境。

海南大学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杨天若，是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
加拿大工程研究院院士。沈晓明来
到海南大学，看望慰问杨天若，对他
全职到海南工作表示欢迎。沈晓明
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一
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专家的
参与和支持。省直有关部门和海南

大学要为杨天若教授做好各项服务
保障，配强各方面支撑力量，协助开
展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确保生活
无后顾之忧、事业有发展前景。广
大高层次人才要围绕国家和海南所
需，潜心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
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杨
天若表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
台，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做好工

作，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实现
人生价值。

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沈晓
明看望慰问了该院椰子所所长王富
有，详细了解槟榔黄化病防治和椰
子新品种培育推广等情况，并建议
中国热科院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人
才聚集，围绕病虫害防控、新品种选
育等开展科研攻关，携手提升海南
热带农业发展效益。在海口市骨科

与糖尿病医院，沈晓明看望慰问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选派支援海
南、担任该院内分泌代谢科执行主
任的潘洁敏，向她及所有来琼支持
海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医护人员
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充分发挥传帮
带作用，为海南培养更多高水平卫
生人才。

省领导徐启方、孙大海参加慰
问。

沈晓明看望慰问优秀人才代表时强调

全面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为各类人才建功自贸港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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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做好春节市场保供工作，
加强就地过年群众生活保障——

我省约7万种商品
供应春节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