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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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8 月 25 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中俄以
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 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两国战略协作
和全方位务实合作取得一系列新成
就，为促进两国各自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撑，也为团结国际社会共克时艰发
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双方要创新合
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争取更多合
作成果。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起伏不
定，国际抗疫任务艰巨，中方愿同俄
方深化疫苗研发生产合作，保障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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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维护两国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俄力量。
习近平强调，鞋子合不合脚，只
有穿的人才知道。哪种制度在中俄
行得通，中俄两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中俄作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要深化反干涉合作，将各自国家前途
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坚
定支持俄罗斯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坚定支持俄方为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所采取的举措。双方要以今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20 周年为契机，
同成员国一道，加强团结协作，加大

相互支持，维护地区国家安全和发展
利益。
双方就阿富汗局势深入交换
意见。
习近平强调，中方尊重阿富汗的
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奉行不干涉阿
内政的政策，一直为政治解决阿富汗
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愿同包
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各方加强
沟通协调，鼓励阿富汗各派协商构建
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实施温和稳健
的内外政策，同各类恐怖组织彻底切
割，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
相处。
（下转第 3 版）

习近平在河北承德考察时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8 月 23 日至 2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这是 23 日下午，习近平在
塞罕坝机械林场月亮山考察时，
亲切看望护林员刘军、
王娟夫妇。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新华社承德 8 月 25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时强调，要
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切实抓好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
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
标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8 月 23 日至 24 日，习近平在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省长
许勤陪同下，深入国有林场、文物保护单位、农村、社区等进
行调研。
23 日下午，习近平首先考察了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
罕坝机械林场。八月的塞罕坝，林海苍翠连绵。林场始建
于 1962 年。近 60 年来，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
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
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来到海
拔 1900 米的月亮山，远眺林场自然风貌，听取河北省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塞罕坝机械林场情况介绍，

8 月 23 日至 2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这是 24 日下午，习近平在承德
市高新区滨河社区考察时，
同社区居民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 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
好顺应社会、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 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
新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切实抓好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全面贯彻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不断巩固和
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
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
发展
关系
■ 要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 ■ 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
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
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
村，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
原则，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
创建良好宗教环
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境，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促进宗教更
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对林场打造人防、
技防、
物防相结合的一体化资源管护体系，
守护森林资源安全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习近平强调，我
国人工林面积世界第一，这是非常伟大的成绩。塞罕坝成
功营造起百万亩人工林海，创造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
的典型，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
士奖，机械林场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希望你们珍
视荣誉、继续奋斗，在深化国有林场改革、推动绿色发展、增
强碳汇能力等方面大胆探索，切实筑牢京津生态屏障。月
亮山上建有集防火瞭望和资源管护为一体的望海楼。习近平
亲切看望驻守望海楼 13 年的护林员刘军、王娟夫妇，并登上
望海楼，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和饮食起居情况，称赞他
们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守护了塞罕坝生态安全。
尚海纪念林位于塞罕坝机械林场原马蹄坑造林会战
区，是百万亩林海起源地。习近平来到这里，沿木栈道步行
察看林木长势，了解动植物保护等情况。习近平对林场的
工作给予肯定，并再三叮嘱，防火责任重于泰山，要处理好
防火和旅游的关系，坚持安全第一，
（下转第 3 版）

易炼红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
“十四五”
消费升级发展规划、
财政规划和科技创新规划
本报讯 （记者魏星）8 月 25 日，省
长易炼红主持召开第七十四次省政府
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按照
省委要求，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
实；研究“十四五”消费升级发展规划、
财政规划、科技创新规划等。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
济产业论坛、2021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的贺信精神，坚持把发展数字经
济作为“变道超车”
“换车超车”的突破
口，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打
造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引擎。要
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发展，
扎实开展数字
经济发展“八大行动”；
深入实施数字技
术改造，进一步激发传统产业新活力，
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大力发展 VR
产业，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努力打造数
字经济品牌。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江西省
“十四五”
消费升级发展规划》。会议指
出，要准确把握消费升级的新趋势，注
重供需互促提质量，持续开展消费品增
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
有效增加江
西本地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统筹线
上线下兴市场，大力建设体验式、互动
式、综合型消费场所，
支持平台经济、网
红经济、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做活做优线上线下消费市场。坚持

软硬兼备强保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优化消费环境，释放挖掘消费潜
力，加快把江西打造成为全国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江西省财
政“十四五”规划》。会议指出，要站在
为国理财的高度，紧跟国家政策导向，
着眼未来发展趋势和群众需求，
科学合
理规划“十四五”财政政策举措和目标
任务。
（下转第 2 版）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8 月 25 日，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栗战书
委员长近期讲话精神及有关会议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赵力平主持会议
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领导龚建华、胡
世忠、曾文明、张小平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要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
坚
定发展信心，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
措，围绕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强化科技
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统筹有序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防范化解重点领
域风险、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落实三
孩生育政策等方面， （下转第 2 版）

第九十三次主任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8 月 25 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三次主任
会议在南昌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副主任赵力平主持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龚建华、胡世忠、曾文
明、张小平出席。
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关于建议调整省人大常委会 2021 年立
法计划有关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审议了省人大环资委副
主任委员董晓健作的省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
的报告。
（下转第 2 版）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依法管理 水岸共治

上饶建设生态健康幸福河湖成效显著
本 报 上 饶 讯 （记 者 吕 玉 玺）
“这个生活污水处理终端每天可处
理船坑村的 100 吨生活污水，确保
水库上游污水排放达标和水源保
护区水源安全。”8 月 16 日，在上饶
市广信区五府山镇船坑村的生活
污水处理终端，工作人员正在对设
备终端进行检查，确保设备正常运
行。上饶市大坳饮用水源保护综
合执法中心主任廖为忠介绍，通过
巡逻队、智能视频监控、无人机巡

查等“水陆空”方式，执法中心对饮
用水源保护区 390 平方公里区域开
展全方位、全时段、全覆盖联动执
法，
强化水源地保护宣传工作，
杜绝
破坏水资源环境的违法行为发生。
今年以来，上饶持续深入推进
河长制、湖长制，统筹推进河湖管
理保护，建设生态健康幸福河湖，
河 湖 管 理 保 护 取 得 明 显 成 效 ，河
湖 水 资 源 环 境 、水 生 态 质 量 显 著
提升。
（下转第 2 版）

报端亮点
敢于战胜艰难险阻，
勇于攀登科技高峰
——“两弹一星”精神述评
◀ 见第 3 版 ▶

■ 本版责任编辑 龚莉芹 张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