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习近平
欧亚三国行

据新华社塔什干 6 月 22 日电
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库克
萨莱国宾馆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
莫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
乌传统友谊和双边关系发展取得的丰
硕成果，一致决定建立中乌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合作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2012年中乌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合作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政治互信、互利合作、战略
协调全面推进，取得丰硕成果。中方
愿同乌方密切配合，推动两国关系发
展取得更多实际成果。双方要加大
相互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要全
面深化经贸、产能、能源、农业、金融、

基础设施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
国共同发展，用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丰
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要提高
安全合作水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要扩大人文交往，厚植中乌民间友
好。要加强国际事务协调，提高战略
合作水平。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将中乌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巩固世代
友好，深化互利合作。

双方同意继续在领土、主权、安
全等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加大相
互支持，坚定支持对方选择的发展道
路，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
沟通协调。

双方同意将共建“一带一路”作
为两国务实合作的主线，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充分挖掘经贸合作潜力，积极推动产
能合作，将吉扎克工业园打造成产能
合作的重要平台，扩大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合作，深入推进能源合作，打造
中乌农业合作新亮点，加大对两国重
点合作项目的金融支持。

双方同意密切人文交往，扩大学
术机构、科研院校、文艺团组、民间团
体交流，相互推介本国优秀文艺作品。

双方同意共同严厉打击“三股势
力”，积极开展网络安全、禁毒、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合作。

双方还就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交
换意见。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
作组织成立15周年。中方高度评价
乌方在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
国期间为推动本组织发展和筹备塔
什干峰会所作的重要贡献。中方愿
同乌方和其他成员国一道，以塔什干
峰会为契机，弘扬“上海精神”，把握
本组织正确方向，推动上海合作组织
获得更大发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联合声明》，并见证了外交、经贸、知
识产权、融资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
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6
月21日电 当地时间21日下午，正在
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米尔
济约耶夫陪同下，来到布哈拉古城参
观这座被称为“丝绸之路活化石”的历
史文化名城。

下午5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乘车抵达雅克城堡。古老的城堡矗立
在高岗上，是布哈拉中世纪文明的象
征。

习近平夫妇还来到布哈拉老城中
心的波依卡扬建筑群。卡扬宣礼塔、
卡扬清真寺、米里-阿拉布神学院组
成了这座宏大建筑群。

习近平和彭丽媛走进波依卡扬建
筑群旁的一家地毯和丝绸作坊。纺织
女工们正在制作布哈拉传统手工地
毯，用娴熟的技艺织成色彩斑斓的图
案。

参观过程中，习近平详细询问建
筑的材料工艺、当时的风土人情，了解
布哈拉的历史文化。习近平指出，布
哈拉是古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今
天的参观使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了中乌
两国深厚的历史渊源，有利于我们传
承丝绸之路精神，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习近平参观布哈拉古城

当地时间6月21日下午，正在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布哈拉古城参观这座被称为
“丝绸之路活化石”的历史文化名城。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观一家地毯和丝绸作坊。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西安 6月 22日电 仲
夏的黄土高原晴空万里，革命圣地延
安迎来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在枣园、
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讲着不
同方言的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追
忆峥嵘岁月。

延安这座偏居西北一隅的小小
山城，对革命志士有如磁石一般的吸
引力。从 1937 年至 1945 年党的七
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已
由4万余人发展到121万。然而，教
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问题一度带来党
内的思想混乱。

“当时我们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
合起来，需要进行一场思想政治上的
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以弄懂什么是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清教条主义的
危害。”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院
长高尚斌认为，在思想上统一党的认

识，在政治上明确党的路线和方针，
是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在原因。

延安整风自 1941年 5月毛泽东
同志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到
1945年 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历
时4年。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
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给我们党留下了
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提供了极其丰
富的历史经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副教授薛琳说，延安整风为全党树立
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
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确立了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这些理论成果是中国
共产党人历久弥新的思想武器。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 6 月 22 日
电 记者 22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获悉，长征七号运载火箭计划
6月 25日至 29日择机发射，执行首
次飞行试验任务。

22日上午8时整，承载着长征七
号运载火箭与搭载载荷组合体的活动
发射平台驶出发射场垂直总装测试厂
房，约3小时后安全转运至发射塔架。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及其搭载载
荷等飞行产品自 5月中旬陆续进场
后，按照飞行任务测试发射流程，相

继完成了总装测试等技术区各项准
备工作。

据介绍，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采用
改进后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
转场“新三垂”测发模式，缩短了火箭
在发射区的射前准备时间，有效提高
了发射可靠性。垂直转运的顺利完
成，标志着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与搭载
载荷组合体正式进入发射阶段。

目前，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系统、
测控通信系统、着陆场系统，已完成执
行火箭首飞任务的相关准备工作。

据新华社哈尔滨 6 月 22 日电
身穿皮袄，手握刹把，目光刚毅，巍然
挺立——这是王进喜留给世界的一
幅“铁汉写真”。

1923 年 10月 8日，王进喜出生
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一个贫苦的
农民家里。在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
旧中国，王进喜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1950 年，王进喜通过操作考核
进入玉门油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
井工人。1960年，王进喜率队奔赴
大庆油田参加石油大会战，井队番号
改为“1205”。仅仅5天之后，王进喜
率队打出了到大庆后的第一口井，完
钻进尺1200米。第二口井钻到700
米浅气层时，突然发生井喷。气流水
流裹着泥浆冲天而起，如果不及时制
止，势必导致井毁人亡。

压井需要重晶石粉，可是现场没

有。王进喜当机立断决定加水泥来
提高泥浆比重，可水泥加进去就沉了
底不能融合。见此情况，王进喜穿着
工服、拖着一条伤腿纵身跳进齐腰深
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

1960年6月1日，大庆首列原油外
运。长年累月高强度的工作，严重透支
着王进喜的健康。1970年4月，铁人在
北京301医院被确诊为胃癌。同年11
月15日，王进喜逝世，享年47岁。

新中国成立 40周年之际，王进
喜与雷锋、焦裕禄、钱学森等同志被
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
员优秀代表”。

铁人王进喜用生命践行誓言

民族脊梁

长征七号火箭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6月25日至29日择机发射

历久弥新的思想武器
——党史专家谈延安整风

光辉历程

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举行会谈

建立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在乌最高会议立法院发表重要演讲

携手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
据新华社塔什干6月22日电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乌兹别
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发表题为《携
手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的重要演讲，
提出构建“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
共创“一带一路”新型合作模式，打造

“一带一路”多元合作平台，推进“一带
一路”重点领域项目，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向更高水平、更广空间迈进。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优势明显，互
补性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我们愿
同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各方一
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更高水平、
更广空间迈进。第一，中国愿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一道，在自愿、平等、互
利原则基础上，携手构建务实进取、包
容互鉴、开放创新、共谋发展的“一带
一路”互利合作网络。第二，中国愿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发展规划对接为基础，以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纽带，以
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
柱，以金融互利合作为重要保障，积极
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努力开创“一带
一路”新型合作模式。第三，中国愿同
伙伴国家携手努力，共同打造“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多主体、全方位、跨领域
的互利合作新平台。第四，中国愿同
伙伴国家一道，继续完善基础设施网

络，全面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加强金融
创新，拓展人文领域合作，推进“一带
一路”重点领域项目。

习近平指出，中亚是古丝绸之路
必经之地。中国将中亚地区视为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地区和重要合
作伙伴。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规划
对接，共同寻找合作切入点，不断提高
合作水平。中国愿同中亚国家共同推
进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

6月20日，濮阳范县供电公司组
织开展的专项消除安全隐患活动已
进入收官阶段，共排查隐患86处，现
已消除 80 处。工作人员以日常巡
视、月度排查、检修预试为主线，通过
各类专项隐患排查为突破点，建立健
全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实现了线
路跳闸较去年同期下降 18%的成
绩。

隐患排查方面，供电所在发现隐
患后上报运维检修部，由运维检修部
到现场勘查实际情况，结合供电所制
订隐患治理方案，根据隐患的紧急程
度，安排相应的隐患排除时间。日常
期间，供电所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宣传
力度和巡视设备力度，并和电视台合
作，通过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等形

式，广泛宣传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和
公安部门结合，制定相应措施，打击
损坏、偷盗电力设施情况，减少外力
对线路的破坏。

树障方面，工作人员对上报的树
障情况进行分类，对于普通树木协调
供电所进行清除，对于绿化树木反映
给公司领导和政府部门，然后有计划
进行移栽和清除。同时，运维部结合
安质部对线路跳闸进行严格考核，原
则上对于线路跳闸不签免于考核
单。该公司通过一系列举措，不断完
善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确保了企
业安全风险可控、能控和在控。

6月份底，该公司按照停电检修
计划将完成全部隐患治理工作。

（李培振）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拟转让所
持有的下列债权项目，现公告如下：

项目编号：GY042016-00072G
转让债权：孙玉民个人贷款债权。
受让对象：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

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交易方式：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转让。
公告期限：2016年6月23日至2016年6月29日。
报名时间及方式：意向受让方请于公告期限

截止日 17：30前向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提出受
让登记申请，并交纳保证金。

以上债权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联合产
权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sotcbb.com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sotcbb。

咨询电话：
0755-86671132 郑先生
0755-26569126 叶先生
0755-26569062 叶先生
0755-86358702 杨先生
地址：深圳市南山高新区

南一道中国科技开发院3号楼8楼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6年6月23日

债权转让公告

为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
救防范能力，做到在发生火警火灾时临
危不乱，有序、迅速地安全疏散，确保生
命安全。6月14日下午，郑州市金水区
龙子湖三小联合兴达路办事处及金水
区消防大队举行了一场消防应急疏散
演习及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活动。

随着消防报警声的响起，各班教师
依据疏散路线快速、有序地带领学生用

手巾捂住口鼻、弯下身体，快步下楼疏
散到了操场，演练活动紧张有序。学校
特邀请了金水区消防大队的白警官对
全校师生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
知识竞答，这次演练及竞答巩固了学生
所学的安全防护知识，使小学生逐步学
会有事不慌、积极应对、自我保护，也让
教职工掌握保护学生逃生的方法，提高
抗击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魏诗峰）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6月30日上午10时在郑州市农业路41号投资
大厦A座 12楼召开拍卖会，依法对淅川县香江源食用油有限公司 30.23%股权进行拍
卖。竞买者须符合2016年 5月20日在《河南日报》和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hnprec.com）发布的《淅川县香江源食用油有限公司30.23%股权转让公告》中的
要求，并具备规定的受让条件，接受相关单位资格审查后，于拍卖会前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2016年6月27日至29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地址：郑州市铭功路83号豫港大厦27楼
联系人：王女士 电话：0371-66285738 工商监督电话：0371-68852699

河南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和同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3日

隐患整改确保线路安全运行
拍卖公告消防知识进校园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6月22日，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垂直转运过程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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