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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021年12月31日就希腊前总
统帕普利亚斯逝世向希腊总统萨克拉罗
普卢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表示深切哀悼。

习近平指出，帕普利亚斯先生是希腊
杰出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他长期致力于深化中希友好，积
极推动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坚定支持北
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冬

季奥运会，为中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我高度重视中希关系
发展，愿同萨克拉罗普卢总统一道努力，
深化两国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
断取得新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就希腊前总统帕普利亚斯逝世
向希腊总统萨克拉罗普卢致唁电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2022年 1
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斯
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互致贺电，庆祝两
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 30 年来，中乌
关系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树立了和
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典范。
特别是双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振兴
进程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合作中和衷共济、守望
相助，成为名副其实的全面战略伙
伴。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乌关系
发展，愿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共同谱写中
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历史新篇章，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米尔济约耶夫表示，过去30年是

乌中两国人民千百年友好交往史上
的亮丽篇章。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
心下，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
展，双方各领域合作顺利推进，人文
交流不断加强，在国际和地区组织框
架内密切沟通。乌方愿同中方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乌中友好
关系和两国全方位合作进入历史新
阶段。

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就中乌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赵卓昀 刘健

越是动荡的世界，越需要稳定人心
的力量。

越是变革的时代，越呼唤胸怀天下
的担当。

回望2021年中国元首外交，既有沉
着冷静的科学应变，也有波澜壮阔的开
拓进取，浸润着为国为民的深厚情怀，磅
礴着天下一家的恢宏气度。

一场场电话交谈，一封封书信往来，
一次次视频连线，一场场“云端”演讲，拉
紧了中国与世界的合作纽带，指引着人
类文明进步的前行方向。追随中国元首
外交的一举一动，世界看到一个拥有
5000多年文明、14亿多人口的东方大
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坚定与豪迈，感受到
它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情怀
与风范。

远见卓识的中国声音、重情尚义的中
国承诺、言出必行的中国担当、和而不同
的中国智慧，鼓舞着世界，启迪着未来。

审时势、把舵领航：
全球疫情跌宕蔓延，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主席

因时应势、布局落子，引领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劈波斩浪、勇毅前行，

在复杂博弈中彰显从容自信，在

百年变局中开创外交新局

“很高兴在岁末之际同你举行今年
第二次视频会晤，这也是2013年以来我

们的第三十七次会晤。”
“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进行直接的视

频连线。这让我们能够深入探讨俄中关
系的发展。我认为这一关系是21世纪
国家间协作的真正典范。”

2021年 12月 15日，中俄元首“云
端”相聚，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开场
白亲切自然。在紧凑高效的同传翻译方
式下，两位老朋友长谈一个半小时。

国际风云起伏变幻，“中俄组合”团
结如山，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坚
力量。

从核能等大项目合作顺利推进，到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延期，再
到中俄科技创新年完美收官，过去一年，
中俄合作硕果累累，两国元首战略引领
是关键之关键。

在中俄元首视频连线前一个月，
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云会
晤”。“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
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中美关系处在关键路口，习近平主席明
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
三原则。

2021年开年，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形
势作出重大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因天之时、就地之利、依人之和，既需要
居高望远的战略设计，也需要躬身深耕
的亲力亲为。

在中俄、中美两场世界级会晤之间
的一个月内，中国元首外交在一系列其
他方向密集推进：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
格通电话，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
系30周年纪念峰会和中非合作论坛第
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出席中老铁路

通车仪式，向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
发表视频致辞，致电祝贺朔尔茨当选德
国联邦总理……从双边对话到多边讲
坛，从运筹大国关系到夯实周边之基，再
到深化南南合作，充满活力的全方位、多
层次、立体化外交大图景跃然眼前。

满满的日程安排，折射出2021年全
年中国元首外交的繁忙与高效：同外国
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79次通话，上
百封信函往来，以视频方式出席重大外
事活动40起。其间，有一日3次的“电
话外交”，有一周10场双多边活动的“外
交组合拳”，还有3个月内两场的中法德

“三方峰会”。
“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外交的

艺术，既在大格局的谋划，也在小细节
的周到。

同即将卸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视频
会晤，习近平主席一席话温暖人心：“中
国人重情重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中
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同亚非拉兄
弟国家领导人通电话，习近平主席一一
感谢相关国家当年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
法席位问题上给予的宝贵支持。越南共
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成功连任，习近平
主席致电祝贺，阮富仲总书记重申，发展
和加强同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一向是越
南党和国家的头等优先方向。乌兹别克
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再次当选，习近平
主席第一时间发来贺信，米尔济约耶夫
总统深受感动：“这对我和全体乌兹别克
斯坦人民是莫大的鼓舞”。

真挚的情谊表达、坦诚的思想交流、
创新的合作机制，点点滴滴、日积月累，
不断结出沉甸甸的友谊新果实。

下转A04版▶

把握时代大势 力促世界共赢
——2021年中国元首外交述评

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刘操）日
前，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海南银保
监局、海南证监局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在海南银保监局，调研组一行听取
了海南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情况的汇报。
毛万春对海南银保监局近年来扎实做好
服务实体、防控风险、深化改革等各项工
作表示肯定。他指出，当前，海南金融业

面临着化解金融风险、推动转型发展的
艰巨任务。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清醒头
脑，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毫不松懈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

在海南证监局，调研组一行深入了解
我省资本市场发展相关情况。毛万春充分
肯定了海南证监局近年来在助力海南资本
市场发展中取得的成绩。 下转A03版▶

毛万春率队赴海南银保监局、
海南证监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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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 2日讯（记者罗霞）
1月2日，2022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以下简称2022消博会）迎来倒计时
100天，本届消博会由商务部和海南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今年4月12日
至16日在海口举行。

2022消博会将坚持精品路线定位，
突出全球新品首发首秀首展，打造成为推
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内外市场相通、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消费升级和消
费回流、引领全球消费时尚的重要平台。

截至目前，2022消博会全球招展工
作基本完成。本届消博会展览总面积将
从首届消博会的8万平方米扩至10万平
方米。其中，国际展区从首届的6万平方
米增加到8万平方米，境外品牌参展面积
占比从首届的75%增至80%。法国将担
任2022消博会主宾国。国内展区2万平
方米，包括省区市馆和新增设的、突出展
示国内消费精品和老字号的国货精品
馆，届时将为更多国内消费精品提供展
示交易平台和“走出去”新机遇。

2022消博会将实现100%特装展
示，并突出绿色搭建。国内外知名品牌
将在展会期间发布全球最新产品和最新
款式，展会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消博会是我国首个以消费
精品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首届消博会
于2021年5月7日至10日举行，共有来
自70个国家和地区（含中国）的1505家
企业、2628个消费精品品牌参展，进场
观众超过24万人次，各类活动丰富多
彩，首发首展首秀亮点纷呈。

2022消博会迎来倒计时100天

全球招展工作基本完成

本报海口 1 月 2 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陈铖 谷毅）1月2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省财政厅获悉，2021 年，我省全年
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21.2 亿
元，迈上 900 亿元新台阶，增长 12.9%
（比 2019 年增长 13.1%，两年平均增长
6.4%），完成年度预算的 109.6%，增收
105 .1亿元，超额完成年初预计目标。

去年以来，海南财税部门一方面
不折不扣落实包括海南自由贸易港

“两个15%”所得税优惠政策、制造业
小微企业缓税政策等在内的各项减税
降费政策，切实让企业和个人获得实
实在在的好处，减轻负担、增添活力。
另一方面深入分析财政收入形势，持
续加强收入征管，强化新增税源跟踪

监控，加强重点行业企业所得税和个
人所得税核查，加快土地增值税清算
进度，确保既不收“过头税”，又应收尽
收。2021年，全省地方级税收收入完
成 742.9 亿元，增长 32.7%，地方级税
收占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
重达到80.7%，进一步提高了财政收入
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

我省2021年财政收入超额完成预计目标
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赵优 通

讯员李艺娜）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连日
来，海南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
元旦、迎新年，市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迎
接新一年的到来。同时，我省各景区景
点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安全把
控，有序迎接各方游客。

新年第一天，海口市“端出”云洞图
书馆“云野集·跨年市集”、海口观澜湖

“虎虎生威”温泉篝火跨年派对、898艺
术村“跨年狂欢节”等丰富的假日产品供
给，受到市民游客欢迎。为迎接2022年
元旦，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特别举办

“元春共启新岁 海野虎力全开”主题活
动，虎宝宝“多多”也在专门打造的老虎
展区与市民游客见面。

为期两天的首届三亚海岛音乐季
“跨年·迷笛之夜”也于元旦期间在三
亚市天涯海角游览区上演，主题演出
加上现场规划的特色餐饮街、潮流集
市、艺术互动等休闲娱乐区，让歌迷在
享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感受不一样的天
涯海角。

在万宁，2021海南草莓跨年派对和
2021海南·草莓音乐节在日月湾火热上
演，众多音乐人和乐迷在动人音乐与绚

丽灯光中共同迎接新年。现场除特色摊
位展出独特产品外，还举行了冲浪心享
会、龙板激情接力赛等精彩活动。

此外，假日期间到周边自驾旅游度
假也成为许多家庭的首选，乡村游、生态
游热度持续上升，琼海、临高、琼中等市
县迎来不少海南本地客流。

值得注意的是，我省各主要景区景
点、公共文化场所始终将市民游客安全
放在第一位，通过增加通道、加强现场疏
导管控、前置扫码登记环节等，持续做好
测温扫码、佩戴口罩、公共区域消毒等常
态化防控工作。

我省假日期间旅游产品供给丰富

红红火火庆元旦 欢欢喜喜迎新年

■ 本报记者 昂颖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山
高水长，昂首挺立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1月1日，由海南省委宣传部出品
的海南版《领航》MV一经发布，立即引
起海南各界广泛点赞，大家被高亢激昂
的旋律和催人奋进的画面感染，纷纷转
发传唱。歌曲MV还得到学习强国总
平台首页推荐，上线短短几个小时播放
量便突破10万次、点赞量超过1万次。

海南版《领航》MV以“中国梦”主题
歌曲《领航》为旋律，由琼海嘉积中学、海
南师范大学学生参演，穿插海南各地风
景画面，同时展示了中共琼崖一大会址、
母瑞山、椰子寨等海南革命圣地的新风
貌，描绘出海南日新月异的发展图景，表

达了海南人民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建功
自贸港的干劲热情。

“我从歌词里看到了党的使命与担
当，看到了大国情怀。”中国音乐文学学
会常务理事彭子柱表示，《领航》歌词的
语境视角由近及远、由小及大，如涓涓
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歌曲从歌颂党与
人民群众“相依相恋，情深意长”的血肉
联系，到体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的执政理念，再到“为了千秋伟
业”“为了复兴理想”，领航中国走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表达出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中国人民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奋勇前进的豪情壮志。“我们
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
自信，贴近时代、贴近人民、贴近生活，
努力创作出有高度、有温度的主旋律作

品，努力讲好中国故事、海南自贸港故
事。”彭子柱说。

海南师范大学2018级舞蹈班专业
学生刘泽坤和5名同学一起参与录制了
海南版《领航》MV。“对我们来说，不仅
是参加了一场录制，更重要的是再次接
受红色洗礼。”来自河北的刘泽坤即将毕
业，正考虑未来在海南创业。“海南自贸
港建设前景广阔，作为青年人，我们很荣
幸能投身自贸港建设。”他说。

“《领航》中蕴含的精神力量，让我热
血沸腾，对党的感情进一步加深、对海南
的认识更加全面。”扎根琼岛二十余年的
海归农业专家王志伟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丰功伟
绩，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引领时代的中流
砥柱， 下转A03版▶

海南版《领航》MV发布并得到广泛点赞

一曲催人奋进的时代壮歌

本报八所 1 月 2 日电（记者张文
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1月1日10时30
分，在位于东方临港产业园的海南华
盛PC项目一期厂区中央控制中心，随
着现场指挥一声令下，现场原料罐区
的操作工启动碳酸二甲酯原料泵，打
通原料储罐至碳酸苯甲酯反应塔的流
程，项目主装置投料试车成功。标志

东方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现 2022
年“开门红”。

华盛PC项目是属于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和国家支持的重点产业，被列为省
大型工业项目和省重点项目。项目一期
总投资45亿元，主要建设22.4万吨/年
碳酸二苯酯装置、26万吨/年聚碳酸酯
装置等两大工艺生产装置、24万吨/年

双酚A装置、10万吨/年碳酸二甲酯装
置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二期计划总投
资130亿元，主要建设60万吨PDH、40
万吨聚丙烯、53万吨异丙苯、65万吨苯
酚丙酮联合装置等8套生产装置，向下
游 PC合金材料产业延伸。2021 年 6
月，项目二期完成土地摘牌，将在“十四
五”期间建成投产。 下转A03版▶

东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迈出坚实步伐

华盛PC项目一期投料试车成功

①1月2日，游客漫步在定安县香草田园共
享农庄中，享受新年小长假。本报记者 张茂 摄

②1月2日，小朋友在位于屯昌县坡心镇
的猪哈哈农场游玩。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③1月 1日，游客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
游览。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图/文

①①

②② ③

深受鼓舞 勇敢追梦
——“元旦京港澳

天宫对话”引热议

我国第二台“华龙一号”
核电机组并网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