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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7月16日
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把中国文明历史
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
自信》。

文章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
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

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
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
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
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
发展历程。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
年发展史，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
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文章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
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
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要加强多
学科联合攻关，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
得更多成果。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
局，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
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
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下转A0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15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来到新疆考察调研，看望慰
问各族干部群众。习近平强调，要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贯彻新
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
发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
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

7月12日至15日，习近平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自治区政
府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陪同下，先后来
到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等地，深入
学校、国际陆港区、社区、博物馆、农村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进行调研。

12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新疆大
学考察调研。习近平参观了校史馆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详细
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和建设、加强人才培
养、促进民族交往等情况，听取调研归来
的学生谈收获。习近平指出，我国是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

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创造性地把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
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
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
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
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我们的民族理论
和政策是好的、管用的。要坚持走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丰
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推进中
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问题研究。各民族
大团结的中国一定是无往而不胜的，一
定是有着光明未来的，我们的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必然会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必然会到来。

习近平强调，育人的根本在于立
德。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要突出优势特色，打造高水平
师资队伍，提升科研创新能力，推动新疆
大学“双一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希
望同学们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
华民族努力奋斗的一代青年。

随后，习近平来到乌鲁木齐国际陆
港区，听取有关情况介绍，通过实时画面

察看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各功
能区和阿拉山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现
场作业情况，并同铁路货运窗口工作人
员及现场办事人员亲切交流。习近平强
调，随着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西部大开
发、共建“一带一路”等深入推进，新疆从
相对封闭的内陆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
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把
新疆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
放的总体布局中，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
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更好利用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习近平叮嘱当地负责
同志，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
持“动态清零”，防疫工作要力求精准、力
求方便群众。

13日上午，习近平来到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固原巷社区。该社区少数民族居
民占95%以上。习近平走进党群服务中
心大厅、爱心之家、舞蹈室、少儿阅览室，
同社区居民亲切交流。习近平饶有兴致
观看儿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表演，
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抓早抓
小、久久为功、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有利
于夯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

在维吾尔族居民阿布来提·吐尔逊家中，
习近平仔细察看客厅、卧室、厨房等，同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家常。习近平强
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生命
线，新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
可分割的成员，要格外珍惜安定团结的
大好局面，56个民族拧成一股绳，保持
定力、脚踏实地，同心协力、踔厉奋发，在
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继续奋斗。习近平指出，社区工作连着
千家万户，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工作重心下沉，紧贴
各族居民所思所想所盼，帮助大家办好
事、办实事、解难题，促进各族群众手足
相亲、守望相助，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
好未来。

离开社区时，身着民族服装的各族
群众载歌载舞，向总书记表达由衷的爱
戴。习近平祝福大家事业欣欣向荣、生
活越来越幸福。

随后，习近平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博物馆，参观《新疆历史文物展》，观看
民族史诗《玛纳斯》说唱展示，并同《玛纳
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谈。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

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
成。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充分挖掘和
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
考古实物、文化遗存，讲清楚新疆自古以
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
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
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要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把各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13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八师石河子市，参观新疆兵团军
垦博物馆。在博物馆一层大厅，习近平
会见了兵团老中青三代建设者代表。他
强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推动新疆发
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
国家边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兵团
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好这
些宝贵财富。

随后，习近平乘车前往八师一四三
团考察调研。在农一连棉花种植基地，
习近平走进田间，察看棉花长势，向正在
田间劳作的种植户、农技人员询问棉花

种植、销售和家庭收入等情况。在九连
蟠桃种植园，习近平对这些年连队鼓励
和支持职工发展种植养殖业、生态观光
旅游和农家乐产业，增加职工收入的做
法表示赞许。习近平指出，兵团农业机
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
营条件好，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
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落实
好党中央支持兵团发展的政策，发挥兵
团优势，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因地
制宜发展优势农产品、壮大优势产业，促
进农牧业绿色高效发展。

在一四三团花园镇广场上，习近平
同兵团干部群众亲切交谈。他强调，兵
团的战略作用不可替代。要加快推进兵
团改革，深化兵地融合，打造城乡和谐的
田园式家园，充分发挥兵团作为安边固疆
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大熔炉、发展先进
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示范区的功能和作用，
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

14日，习近平来到吐鲁番市考察调
研。在葡萄沟，习近平察看吐鲁番特色水
果展示，了解当地发展葡萄特色产业、促
进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 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强调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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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5日讯（记者陈蔚林）

7月15日，海南省治理重复信访、化解
信访积案百日攻坚行动第一次督查汇报
会在海口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徐启方

出席会议并讲话。
为推动百日攻坚行动落实，近期，省

委省政府派出6个督查组深入各市县、
重点单位开展实地督查，指导解决信访
积案化解工作难题。 下转A02版▶

海南省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百日攻坚行动
第一次督查汇报会在海口召开

徐启方出席

7月12日至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新疆考察。这是13日下午，习近平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石河子市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会见兵团老中青三代建设者代表。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7月12日至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新疆考察。这是13日上午，习近平在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固原巷社区考察时，向各族群众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本报石碌7月15日电（记者邵长
春 刘婧姝 通讯员杨永超 郇志同）7月
15日，华能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3号
机组核岛安装正式开工，较计划提前46
天。该项目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发布以来我省最大的能源投资
项目，将成为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的支
柱电源。

核岛安装工作具有工艺系统多、施
工技术复杂、质量控制严、安全等级高、

检查和实验手段特殊、核级设备及大件
吊装多等特点。华能集团始终坚持“安
全第一，质量第一”原则，扎实做好质保
体系建设、四大控制、隐患排查、安全治
理等基础工作， 下转A02版▶

华能海南昌江核电二期核岛安装开工

本报海口7月15日讯（记者李磊）
7月15日，2022年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
分析会在海口召开，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有关部署要求，总结上半年全省经济
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省长冯飞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
和社会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完成等情况
的汇报，通报了二季度“按季抓、月跟
踪”最佳实践奖排名情况和各单项指标
排名第一的典型经验做法。冯飞指出，
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各项决策部署，出台系列稳经济大盘
和助企纾困政策，经济发展亮点可圈可
点，整体向好态势未变，但还存在经济
恢复不及预期等压力挑战。下半年要

聚焦经济提速提质增效，深入开展超常
规稳经济大盘行动，紧盯全年预期目
标，统筹短期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目
标，全力冲刺。

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冯
飞提出要抓好十个方面工作。他要求，
要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坚持“动态清
零”总方针不动摇，守住关口、外防输入，
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要紧
盯经济增长目标，聚焦行业重点项目，加
快推动服务业、工业增长，促进渔业转型
升级。要结合投资新政三年行动，围绕
结构和质量抓实投资，促进项目生成，加
快项目落地。海口、三亚、儋州等重点市
县及重点园区要开足马力，狠抓投资、消
费和工业增长，为经济发展多作贡献。

要进一步推进消费复苏，持续开展“引客
入岛”活动，扩大家电、汽车、餐饮等领域
消费，提升消费券发放使用效率。要加
快自贸港建设，加速建设第一批封关运
作项目，做好压力测试和政策落地。要
加大助企纾困力度，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要做好财
政增收节支，用好专项建设基金等政策
工具，争取更多资金支持。要促进高质
量就业，持续做好稳菜价等民生工作。
要做实做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和自建房、燃气等领域专项安全整治，全
力维护社会稳定。

省领导沈丹阳、冯忠华、王斌、王路、
闫希军、倪强，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
会议。

2022年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会召开
冯飞出席并讲话

我省中考成绩
今天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