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掀起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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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1月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哈桑
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坦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哈桑总统是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方接待的
首位非洲国家元首，这充分体现了中坦
关系的密切程度和中非关系在中国外交
全局中的重要地位。2013年我访问坦
桑尼亚期间，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
合作需要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如今这已
经成为指导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的基本政策理念。新形势下，发展好中
坦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共同和长远利益，
也对推进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有
重要意义。

习近平介绍了中共二十大有关情
况。习近平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
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
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已经探索出一
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式
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和坦桑尼
亚革命党都肩负着强党兴国的历史使
命，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坦桑尼亚革命
党加强交流合作，支持尼雷尔领导力学
院教学和运营。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
看待中坦关系，始终是坦方可以信赖的
朋友。双方要以中坦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为指引，统筹推进下阶段各领域友
好合作。中方坚定支持坦方维护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坚定支持坦方探索符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坦方继续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坚定支持。中方愿继续扩大进口坦桑
尼亚特色产品，支持中国企业赴坦投资
兴业，为坦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中方愿同坦方交流乡村振兴经
验和做法，支持坦桑尼亚民生发展。

习近平指出，坦赞铁路是中坦和中
非友谊的丰碑。当年中国自己还很贫
困时，我们勒紧裤带帮助非洲兄弟修
建了坦赞铁路。现在我们发展起来了，
更要本着真实亲诚理念，帮助非洲朋友
实现共同发展，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
同体。 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 11月 3日电 11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菲律宾遭受台风
袭击向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菲律宾遭受台

风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
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
致以诚挚的慰问。相信在马科斯总

统和菲律宾政府领导下，灾区民众一
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
为菲律宾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

习近平就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
向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将于11月4日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视频致辞。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各新闻网站、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习近平将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新华社香港 11月 3日电 习近平
总书记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

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
结奋斗》单行本繁体版，已由紫荆文化

集团旗下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在
港澳地区出版发行，即日起在港澳地
区各大书店全面上架。

党的二十大报告单行本繁体版
在港澳地区出版发行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况昌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1月3日，按照中央统
一部署，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
宣讲团报告会在省人大会堂举行。中央
宣讲团成员，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
王志刚作宣讲报告。省委书记沈晓明主
持，冯飞、毛万春等省领导出席报告会。

王志刚从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主要
成果、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
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目标任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
从严治党、应对风险挑战等七个方面系统
深入阐释了党的二十大精神。他强调，党
的二十大宣示了我们党在新征程上举什
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
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总结了过去
五年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描绘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对指引党

和人民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
加绚丽的华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王志刚指出，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
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是党和
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其
中决定性因素是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
位。现在，“两个确立”作为党在新时代取
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已经成为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共识和共同意志，
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我们要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不断夺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沈晓明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以这次宣讲为契机，在全
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
学深悟透，带着信念学、带着感情学、带
着思考学，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的二十大
精神，做到对“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
了然于胸。要讲准讲活，把好正确方向，
善用鲜活案例和群众语言，扎实开展好
宣传宣讲工作，让百姓听得懂、能领会、
可落实。要落细落实，采取项目化、清单
化的方式，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细化为本
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工作任务，落实到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生动实践中。

宣讲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
县和省政府驻京办设分会场。

会前，沈晓明、冯飞会见了王志刚
一行。

中央宣讲团来琼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王志刚宣讲 沈晓明主持 冯飞毛万春出席

11月3日，按
照中央统一部署，
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中央宣
讲团报告会在省
人大会堂举行。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罗霞）
据商务部网站11月3日发布的消息，商
务部等8部门决定设立29个国家进口
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洋浦经济开发区
在列。

主动扩大进口，是中国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商务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外汇管理局、药监局

等8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增设北
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上海淮海
新天地进口贸易功能区、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广东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海
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等29个国家进口贸
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截至目前，进口示
范区已达43个。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就进口贸易
促进创新示范区答记者问时表示，新

设立的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要从各自地区开放实际出发，切实强
化贸易促进和贸易创新两大功能，着
力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促进进口、服
务产业、提升消费、示范引领四大作
用。欢迎各国贸易商和投资商与进
口示范区深化务实合作，共同促进国
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共享中国开放
发展机遇。

洋浦获批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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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
下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同来华
进行国事访问的
坦桑尼亚总统哈
桑举行会谈。这
是会谈前，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北
大厅为哈桑举行
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 摄

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 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

神十四航天员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周晓梦）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口海关获悉，据统计，
2022年前三季度，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 1436 亿元，同比（下同）增长
41.4%，快于同期全国增速31.5个百分
点，增速排名全国第五。其中，出口
476.3亿元，增长97.7%，快于全国83.9
个百分点，排名全国第三；进口959.7亿
元，增长23.9%，排名全国第六。

前三季度，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
四个特点：一是各市县进出口普遍增长，
共有17个市县有进出口记录，其中儋州
（含洋浦）进出口656.2亿元，增长32.8%；
海口进出口450.7亿元，增长39.6%；万
宁、澄迈、临高、乐东、陵水、五指山等市县
进出口增幅均超过1倍。二是一般贸易
为主要方式且大幅增长，前三季度海南以
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810.1亿元，增长

60.9%。三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显著增长，前三季度，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 535.6 亿元，增长
89.1%；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514.4亿元，增长24.2%。四是各类型企
业进出口均大幅增长，前三季度海南民营
企业进出口687.6亿元，增长39.1%；国有
企业进出口387.7亿元，增长40.4%；外商
投资企业进出口360.5亿元，增长47.6%。

前三季度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36亿元
出口增速排名全国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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