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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

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学
院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

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马克思主义学院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的主渠道。加强马克思主
义学院建设， 下转A03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

青山遮不住
——从经贸科技动向看中美合作发展大势

（A02版）

关注中秋假期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梦馨）3天时间一晃而过，中
秋小长假已然结束。今年，我省旅文系
统通过对疫情防控、安全生产、产品供
给等方面进行全面部署和安排，结合多
样化文化和旅游消费需求推出了一批
特色旅游文化产品。其中，独具内涵的
文化和旅游场所成为热门打卡地，周边
游、自驾游热度较高，赏月的传统节日
文化则带动了夜间旅游市场的升温。

海口利用赏月场景打造的骑楼老
街、海口外滩、万绿园、海口市国家帆船
基地公共码头、假日海滩、火山口公园
等主题打卡点，让市民游客能从中体
验到琼韵撩月、浪漫听月、风范赏月、
游园弄月、海上观月、海边嬉月、登高
望月等不一样的赏月场景。而以“千年

传承，赶海潭门”为主题的2021年第
七届潭门赶海节也于小长假期间在琼
海开幕，赶海寻宝、海鲜长桌宴等多样
化体验，让人们收获不一样的中秋佳节
美好时光。

小长假期间，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带
娃出游，甚至三代同堂举家出游，因而
亲子家庭群体成为了周边游的主力。
而出于疫情防控考虑，人流相对不易聚
集的公园、滨海、动物园等户外类型景
区自然成为游客中秋周边游的热门之
选。临高、琼海等地乡村民宿迎来入住
高峰，文昌则凭借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
射迎来航天旅游热潮，在琼中、五指山
等地，登高赏雨林以及山谷间漂流等户
外运动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

国风演出、焰火晚会、夜市美食、传

统节俗等多元化夜间文化旅游方式，也
让游客在中秋小长假期间有了更丰富的
夜游体验。“花朝月夕”中秋国风主题专场
演出以及“最忆是骑楼”中秋月夜文创市
集在海口骑楼老街上演，精彩演出、热闹
市集、光影秀、拍照打卡区等内容吸引了
诸多市民游客携家人出游，感受传统文
化魅力。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同样
火力全开：欢乐剧场、夜光花车巡游两大
精彩演艺全面复演，特别编排的《国风拜
月》舞蹈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视觉盛宴。

据同程旅行、同程旅游共同发布的
《2021中秋假期旅行报告》显示，今年中
秋假期期间，海口美兰机场入列2021中
秋接送机热门机场，三亚亚龙湾美高梅
度假酒店成为2021中秋热门赏月酒店。

（相关报道见A05-A07版）

有特色“游”特色
中秋小长假，文化游、周边游、航天游、夜游成我省旅游市场卖点亮点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傅人

意）第四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
动将于9月23日在儋州市文化广场举
行，本次活动以“庆丰收 感党恩”为主
题，来自全省的千名农民代表将共同参
与节日活动，分享丰收的喜悦与幸福。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21日从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的。

本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
将设置“千人调声颂党恩”、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丰收大展台”、乡村振兴
成果展、“助力乡村振兴”市县农产品展
暨美食展、海南农民丰收节趣味运动会
等系列活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推进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关键之年，做好“三农”工作具有特
殊重要意义。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南
全省生产总值2885.85亿元，第一产业
增加值635.54亿元，同比增长5.2%。其
中，农业生产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重要
作用。具体来看：“菜篮子”保供有力，全
省蔬菜产量 419.55 万吨，同比增长
4.8%，增速较一季度加快3个百分点；水
果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全省水果产量
386.22万吨，同比增长6.9%，增速较一
季度加快2.6个百分点；生猪产能持续

恢复，上半年全省生猪存栏310.94 万
头，同比增长69.6%。水产品产量75.33
万吨，同比增长7.0%。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具有
多方面重要意义，能够增强经济社会发展
信心，增添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同
时，此次活动也为广大农民搭建风采展示
和干事创业的平台，激发海南农民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
海南农业农村现代化汇聚磅礴力量。

本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儋州市
委市政府、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办。

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明日在儋州举行

庆丰收 感党恩

本报石碌9月21日电（记者孙慧）
9月20日，昌江爱鸟队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海尾湿地公园里发现了一只难得一
遇的“稀客”棉凫，海尾湿地公园的候鸟

“朋友圈”又增添新成员。据海南观鸟
会观鸟记录中心记录显示，上一次在海
南监测记录到棉凫是1904年，至今已
有117年。

“这是我们今年中秋节最好的‘礼
物’！”昌江爱鸟队队长薛美丽介绍，当天
她与爱鸟队其他队员一起在海尾湿地公
园内巡逻监测，发现有一只水鸭正在湿
地水域栖息觅食，仔细观察发现，这只水
鸭嘴巴像鹅、羽毛泛白，看起来像一团棉
球，它的真实身份就是棉凫。

棉凫是世界上体形最小的雁鸭类水
鸭，外形头圆、脚短，喙像鹅喙，成鸟体长
约30厘米左右，体重接近200克，是鸭
科中体型最小的水鸭。因其远看像一团
棉球，故得名棉凫。据了解，棉凫是国内
非常罕见的鸟类，在中国估计数量不超

2000只，主要分布于四川中部至西南
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南至云南南
部、海南岛以及广东和广西等地区。

资料显示，棉凫曾在国内消失近50
年，1990年国际水禽局在我国仅观测到
123只。海南观鸟会观鸟记录中心的记
录显示，棉凫在海南也仅有3次监测记
录，最近的一次监测记录是1904年，距
今已经有117年。由于棉凫数量极其稀

少，该物种在2016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
危物种红色名录》，2021年，棉凫也被列
入2021年《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二级名录，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棉凫的出现，让海尾湿地公园的湿
地鸟类增加至1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二级鸟类更新至27种。

“稀客”光临
在海南已117年未监测到的珍稀鸟类棉凫现身昌江

9月21日，中
秋佳节，在海口市
滨海大道和万绿
园举办的中秋主
题灯光秀，让椰城
夜景与明月交相
辉映，引得不少市
民游客驻足欣赏、
拍照。（二次曝光
拍摄）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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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在北京以
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
《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国将隆重纪念
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将继续积极推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迈
向新台阶，为联合国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一年前，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系列峰会，承诺合作抗击疫情，携手应对挑战，坚持多边
主义，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今世后代的共同未来。一年来，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
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
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

习近平强调，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人类社会已被深刻
改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
必须以信心、勇气、担当，回答时代课题，作出历史抉择。

第一，我们必须战胜疫情，赢得这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
重大斗争。人类总是在不断战胜挑战中实现更大发展和进
步。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
态度、遵循科学规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际
联防联控。要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可
及性和可负担性，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
苗。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
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
亿剂疫苗。中国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坚决反对任
何形式的政治操弄。

第二，我们必须复苏经济，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
的全球发展，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

突出位置，加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保持连续性、稳定性、
可持续性，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多
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
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

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通过缓
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
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四是坚持创新驱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历史性机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造开放、公
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
携手实现跨越发展。

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实现绿色复苏发展。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
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
煤电项目。

六是坚持行动导向。加大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
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
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
命运共同体。

第三，我们必须加强团结，践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
际关系理念。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
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
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
造贻害无穷。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一国的成功并
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
长和进步。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
出最大同心圆。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
念。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不会称王称
霸。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
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四，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世
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
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
国应该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成为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
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运的核心平台。要致
力于稳定国际秩序，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
性和发言权，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方面走在前列。
要平衡推进安全、发展、人权三大领域工作，把各方对多边主义
的承诺落到实处。

习近平最后强调，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坚信，
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让我们坚定信心，携手应
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
加美好的世界！

（讲话全文见A02版）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9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
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