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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擎命运与共旗帜 指引共同发展方向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世界感召力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一书，近日由中
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

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文稿 50
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

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
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积极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下转A03版▶

（主要篇目介绍见A08版）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出版发行

（A02版）

■ 新华社记者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
的历史。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
热烈氛围中，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共产党迎来又
一次意义重大的盛会——

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将在北京召开。

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
大使命，此次会议重点研究全面总结
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问题。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
奋进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百年大党通过对历史
的全面深刻总结，必将进一步凝聚共
识、抖擞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征程上再创新的辉煌。

百年波澜壮阔，书写
中华民族恢宏史诗

北京中山公园，秋光正好。孙中
山先生塑像前，“振兴中华”的呐喊穿
越时空，犹在耳畔。

“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处处生机
勃勃。”时隔10年，再次赴京参加辛亥
革命纪念活动的孙必达感慨万千。
这位孙中山先生的后人目睹中华大
地日新月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今日中国已远超先辈昔日憧憬。

山河岁月，换了人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
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曾记否，旧中国饱受欺凌，党团结
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推翻
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曾记否，一穷二白岁月里，党团

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让
一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
社会主义社会；

曾记否，在历史转折关头，党团
结带领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以
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让中国大踏步
赶上时代……

百年风雨，初心如一。
步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幅
复兴长卷中写下新的绚丽篇章——

不负人民，以“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的责任担当，打赢脱贫攻坚战，让
中华民族彻底告别绝对贫困，让千年
小康梦想照进现实；

刀刃向内，以“得罪千百人，不负
十三亿”的果敢决绝，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展开新中国历史上、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空前反腐斗争；

临危不惧，以超凡勇毅和智慧，
带领人民万众一心、取得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战胜一系
列风险挑战；

放眼未来，以谋定长远的战略眼
光，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提出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面向世界，以兼济天下的宽广胸
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人类向何处去”；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迈向伟大复兴，制度保证更为完
善——

金秋十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
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
总书记目光深远：“制度竞争是综合
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
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

回望百年，从陕甘宁边区的“豆
选”，到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再到
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
理念，中国共产党人对制度的完善、
对道路的探索从未止步。

步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
“制度”为钥破解时代挑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划时代
的气魄推出336项重大改革举措，致
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
结13个方面显著优势，描绘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图谱。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
凭借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面对世纪
疫情突袭，“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
体防控”战略布局迅速形成，在“三重
严重冲击”下取得“三个率先”的中国
奇迹；面对脱贫攻坚底线任务，五级
书记抓扶贫，全党尽锐出战、举国齐
心协力，如期攻克贫困堡垒……

下转A02版▶

继续奋斗，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写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深秋上海透着丝丝寒意，但在位
于上海市复兴中路597号的上汽·上
海文化广场剧场，浓浓的黎族风情一
次次点燃了上海观众的热情。

11月4日至5日晚，应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中心和上海对外文化交
流有限公司邀请，由海口市艺术团创
作演出、文昌中学舞蹈团参演的原创
舞蹈诗《黎族家园》，作为“演艺大世
界，艺聚大上海”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季剧目在该剧场连演两场，用黎族文
化、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上海滩
刮起“最炫黎族风”。

观众点赞
椰风黎韵绽放浦江

11 月 4日晚，演出开始前1小
时，观众陆续进场，其中不少人是慕
名而来。

《黎族家园》曾于10月19日亮
相上海上音歌剧院，彼时沪琼两地党
政主要领导、上海文艺界人士及多所
高校师生观看了演出，并引发《解放
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主流媒
体竞相报道，使该剧目在上海知名度
大大提升。如今《黎族家园》重返上
海展演，同时推出全场80元的“优惠
票”，吸引了更多沪上观众到场体验。

随着演出大幕拉开，舞台上，蕉
叶下的黎族少女手捧陶罐翩跹起舞；
雨林里的黎族男子手持弓箭勇敢狩
猎……90分钟的演出将远古传说、
特色歌舞与乐器表演、非遗技艺相继
呈现，原汁原味的黎族风情让全场观
众目不转睛，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观众眼中，演员们将簸稻谷、
舂米、织黎锦等一幅幅黎族人民的
生活场景生动呈现，极具舞台感染
力。“太震撼了，这是一场盛大的视
听盛宴！”上海市民梁艳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下转A05版▶

海南原创舞蹈诗《黎族家园》在沪连演两场广受好评

上海滩刮起“最炫黎族风”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记者王逸涛 郭中正）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1年
11月7日18时51分，航天员翟志刚成功开启天和核
心舱节点舱出舱舱门，截至20时28分，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身着我国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从
天和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

这是中国首位出舱航天员翟志刚时隔13年后再
次进行出舱活动。王亚平成为中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
的女航天员，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第一步。
两名出舱航天员将在机械臂支持下，配合开展机械臂
悬挂装置与转接件安装和舱外典型动作测试等作业。
其间，在舱内的航天员叶光富配合支持两名出舱航天
员开展舱外操作。

神舟十三号乘组
两名航天员成功出舱

11月7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
三号航天员王亚平出舱画面。 新华社发（郭中正 摄）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海南日报一作品
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陈奕霖）11月7日，
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来自全国各级
各类媒体的346件作品获奖。其中，本报报送的《海南
长臂猿保护工作成效初显 种群数量增长至5群33只
——猿家喜添丁》获本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2020年9月1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海南长臂猿分离出的种群新添
一只长臂猿幼猿。本报记者没有局限于新闻发布会
上披露的信息，而是主动拓展深度、开辟广度，通过
补充采访基层监测队员、专家、部门负责人，深入挖
掘和全面展示新闻事实，撰写了文字通讯稿件《海南
长臂猿保护工作成效初显 种群数量增长至5群33
只——猿家喜添丁》，从更高站位挖掘新闻的深刻内
涵，用精炼的文字让读者对这一事件有了立体、全面
的了解，进一步加深读者对“猿家喜添丁”这一新闻
事件意义的理解。

据悉，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共评选出特别奖5
件、一等奖67件、二等奖104件、三等奖170件。

《黎族家园》在上海演出现场。 海口市艺术团供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A10版）

“好记者讲好故事”
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播出
三沙卫视记者讲述难忘经历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记者王思北）“好记者
讲好故事”2021年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7日晚在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10位优秀记者讲
述了他们的采访经历和故事，展现了全国新闻战线在
2021年重大新闻事件中的优异表现，为第二十二个中
国记者节献礼。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记者洪玫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
中两个经典镜头创作背后的故事，表达对建党百年的
深情礼赞；透过《夜空中最亮的星》，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三沙卫视记者兰真分享了她报道中国航天发射任务时
的难忘经历；参与以年轻记者视角看百年党史的采访
报道，辽宁日报社记者孙明慧坚定了在强国路上接续
奋斗的理想信念。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声音。多年跟踪记录袁
隆平院士的湖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王尧带来了这位大科
学家毕生追求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想背后
的感人故事； 下转A05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公告
（A03版）

本报洋浦11月7日电（记者刘
袭 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11月
7日，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海南汉
地流体材料有限公司“150万吨流
体材料及20万吨医药食品级白油”
项目一期装置正式全面投产。这家
全球工艺技术最先进、单厂规模最
大、独立装置最多、产品品类最齐全
的流体材料“百货公司”，试产期间

以“零事故、零泄露、零污染、零伤
害”的高标准一次性开车成功，5套
装置运行平稳，各项指标达到工艺
设计要求，产品质量稳定。

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周
军平说，这标志着洋浦实施石化产
业中下游延伸及新材料发展战略
取得突破，对洋浦加快建设成为我
国化工新材料和高端化学品出口

基地，打造海南经济新的增长极意
义重大。

11月7日，在海南汉地流体材
料工厂500平方米的中央控制中心
里，大屏幕显示着16幅工厂不同场
景的画面，150块电脑屏幕实时显
示着全部装置运行状况。中央控制
中心负责人刘超说：“工厂采用全球
最先进的艾默生集散控制系统，自

动化程度高，安全系数高。”
据了解，该项目安装有8套核

心装置，全部投产后可年产180万
吨主产品，项目一期共有5套装置
投产，厂区反应塔林立，最高的达
80多米，大小管道纵横。该项目是
汉地集团在高端流体材料领域的重
大战略布局，也是国家工信部批准
的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省重点

工业项目；总投资约40亿元，采用
全球最先进的霍尼韦尔UOP和埃
克森美孚联合高压加氢工艺技术，
以及艾默生的DCS集散控制系统
和霍尼韦尔的SIS安全仪表系统，
建设加氢处理单元、加氢异构单元、
加氢精制单元、制氢单元、硫磺回收
单元以及独立的公用配套工程。

下转A05版▶

洋浦石化产业延伸及新材料发展取得突破，海南汉地流体材料有限公司完成试产

流体材料“百货公司”正式投产

■ 本报记者 孙慧

“今天巡逻发现黑脸琵鹭 2
只！1只白琵鹭！”11月4日一早，儋
州新盈国家湿地公园里，儋州护鸟
队队长陈正平站在草地旁，举着望
远镜仔细观察前面的湿地，三只白
色候鸟正站在不远处的水草中。

黑脸琵鹭是全球极度濒危物
种，也是热带、亚热带湿地的生物指
示物种。自2003年首次出现在海
南以来，黑脸琵鹭每年冬季都会千
里迢迢从北方迁徙来海南过冬，海
南已成为黑脸琵鹭全球越冬地点之
一。今年1月，海南越冬水鸟调查
队伍在全省5个黑脸琵鹭越冬地共

记录到106只黑脸琵鹭。
“海南处在东亚——澳大利亚

候鸟迁飞路线中点位置，是迁飞候
鸟重要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
地。比如濒危鸟类勺嘴鹬、黑脸琵
鹭等每年会来海南越冬。”省林业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得益于生态功能
的改善，海南湿地生物多样性正持

续增加，湿地已成为包括不少珍稀
鸟类在内的野生动植物“乐园”。

湿地里的鸟类“新朋
友”越来越多

红隼、栗树鸭、紫水鸡、草鹭、黑
鸢……11月5日，昌江爱鸟队在昌

江黎族自治县海尾湿地公园巡逻
时，发现了许多珍稀鸟类的身影：有
的翱翔高空，有的浅水踱步，听到响
动声，有些鸟儿还会警觉地藏进草
丛、树林中。

水鸟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指示物
种之一，尤其对于候鸟而言，年复一
年的南北来往， 下转A05版▶

得益于生态功能改善，海南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增加，成为珍稀鸟类的“乐园”

海南湿地“乐园”喜迎候鸟南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