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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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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2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
球”主题边会上致辞。

习近平指出，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要秉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
挑战，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

习近平提出3点主张。
第一，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二十国集团要

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
导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
中方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二氧化
碳排放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将坚定不移加以落实。

第二，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中方支持后疫
情时代能源低碳转型，实现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目
标。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系统，将推动
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加快新能源、绿色环保
等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第三，构筑尊重自然的生态系统。中方支持
二十国集团在减少土地退化、保护珊瑚礁、应对海
洋塑料垃圾等领域深化合作，打造更牢固的全球
生态安全屏障。中方诚挚欢迎各方出席明年5月
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期待大会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设定目标，采取行动。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致辞

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1月 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致
辞。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本报讯（记者 归欣）11 月 22
日，2020国际乒联总决赛在郑州举
行，省长尹弘出席颁奖仪式并为男
单冠军运动员颁发奖杯。

据介绍，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
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组织下的一项
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大型单项体育
赛事，每年年终，国际乒联组织该赛
季各站巡回赛积分排名靠前的运动
员进行巡回赛总决赛。为展示和宣
传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果，推
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国际体育赛事
交流，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
办奠定基础，经中国乒乓球协会与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协商，国家体育

总局研究决定 2020 国际乒联总决
赛在郑州举行。

据了解，此项赛事是国家体育
总局今年批准的唯一国际系列赛
事，由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中国乒乓
球协会主办，河南省体育局、郑州市
人民政府承办，于 11月 19 日至 22
日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
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等
近20个国家、地区的32名运动员参
赛。经过激烈角逐，中国乒乓球队
包揽本届总决赛男、女单打冠亚军，
其中，陈梦获女单冠军，马龙获男单
冠军。

徐立毅、王新伟参加。③5

2020 年 10月 29日，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
会议胜利闭幕，擘画了下一个五年
以及到2035年的中国发展蓝图。

11月 12 日至 14日，习近平总
书记即赴长江下游地区，在上海出
席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
赴江苏考察调研，就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发表一系列重
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11月 16日，河南省委书记王国
生、省长尹弘、省政协主席刘伟率领
由省四大班子机关领导、各省辖市
市委书记（市长）、省直机关主要负
责同志组成的党政代表团，赴上海、
江苏、浙江学习考察。目的非常明
确，就是紧跟总书记步伐，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深度对接长三角一
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学习
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经验，主动融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谱写新发展
阶段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6天 3地，代表团一行赴上海瞻
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
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接受初心
教育，砥砺奋斗精神；与上海、江苏、
浙江举行战略合作签约、项目交流
合作等一系列政务商务活动，与当

地知名企业家和院校负责人举行见
面会，实地探访多家知名企业、金融
科创机构，征衣不解，行程密集。

“太受教育了”“太震撼了”“太
有冲击力了”……这一路，每一个人
都有着沉甸甸的、触及心灵的巨大
收获。

上一堂生动的党课

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
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
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
子之心。

——习近平

江南冬迟，天清气朗。
上海，兴业路 76号；浙江嘉兴，

南湖红船。两个中国共产党梦想起
航之地，迎来了一批满心虔诚、千里
兼程的“朝圣者”。

11月 16日，抵沪不久的代表团
一行就前来瞻仰中共一大会址。他
们心心念念的，就是在这里追寻早期
共产党人的足迹，牢记初心使命，在
中国革命的原点新出发，踏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代表团成员们神情肃穆，缓步
前行。绿荫下，一座石库门老房子
静美无言，百年如一。

就在1921年那个夏日的午后，

这个在法租界并不起眼的小院落里，
迎来了一群来自天南地北却志同道
合的有志之士。怀着对马克思主义
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仰，在中华民族
危急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的
建党伟业在这里酝酿。毛泽东同志
说，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

青的砖、红的窗、朴素的条桌、
硬木的椅子……这里的一切都显得
如此普通，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
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复原的中共
一大会场旧址前，面对这简朴而不
简单的会场陈设，代表团成员仔细
观看、细细品味，一种无言的感动和
力量在他们心中生发开来。

“前赴后继、救亡图存”“风云际
会、相约建党”“群英汇聚、开天辟地”，
代表团成员认真聆听讲解员的介绍，
一件件历史文物、一张张珍贵照片仿
佛把大家带回到曾经的峥嵘岁月。

随着参观的深入，代表团成员
纷纷陷入沉思。近百年来，是什么
样的原因让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只有
50 多位党员到拥有 9000 多万党
员、460多万个基层组织，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执政党？是什么样的信念
支撑着我们党从弱小到强大，从九
死一生到蓬勃兴旺，掌舵“中国号”
巨轮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劈波斩
浪，奋勇前行？

是不改的初心。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视频
短片《追梦》吸引了代表团成员的目
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救亡图
存；新中国成立之初，筚路蓝缕；而
现如今，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嫦娥”可上九天揽月，

“蛟龙”可下五洋捉鳖……中国共产
党一直引领着国家从胜利走向更大
的胜利。

短片播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
席话，此情此景听来更令人心潮澎
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
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读懂了这句话，就能破译我们党
长盛不衰，历久弥新的“青春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走得
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
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
际，到党梦想起航的地方学习，本身
就是一次生动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实践，对我们更好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意义重
大。”代表团成员、许昌市委书记胡
五岳激动地说。

是如磐的信念。
11月 20日，代表团来到浙江的

第一站就是瞻仰南湖红船。
(下转第四版）

□本报评论员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统筹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

期，我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江苏、浙江学习考察，

瞻仰红色遗址、深入企业调研、开展合作交流、签

约投资项目，深度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

带国家战略，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经验，主动融

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路考察，一路学习，一路深思，代表团怀着

学习标杆“见贤思齐”的责任感、迎头赶上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从得风气之先的长三角地区发展中

如饥似渴地汲取能量。这是一次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自我革新的精神之旅，是一次践行新发展理

念、更新思想观念的学习之旅，一次科学把握新发

展阶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合作之旅。

砥砺初心，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我

省党政代表团先后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红

船，参观了革命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回望初心

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前夕，上了一堂

生动深刻、立意深远的党课。

隐藏在上海居民区的一大会址，静静地停泊于

嘉兴南湖的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昭示着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河南孕育生发的焦裕禄

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与“红船精神”一脉相

承、紧密相连，共同注入共产党人的血脉。当前，我

省正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扎实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尤须把党的“精神之火”传承好、发扬好，从中汲取无

穷的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对接引进，务实借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

力”。今天的河南，在进行承接产业转移量的积累

的同时，亟须质的提升。比如，我省吸引了上海汽

车、宝武钢铁、阿里巴巴、拼多多等一大批中国

500 强企业、龙头企业先后来豫投资，有效助推了我省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和主导产业集群培育。

本次在上海、江苏、浙江签约的一系列项目，涵盖数字经济、先进制造、

生物制药、科技创新、金融旅游、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体现了更深层次的产

业合作、更高能级的产业模式、更高水平的产业生态，对于我省打好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着力形成“能级更高、结构更优、创新更强、

动能更足、效益更好”发展态势，必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更新观念，矢志不移凝聚起奋勇争先的精气神。从 G60 科创走廊的创

新生态圈到紫金山实验室的高精尖技术，从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的“AI+

政务服务”到杭州的“城市大脑”，(下转第四版）

2020国际乒联总决赛在郑举行
尹弘出席颁奖仪式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长三角考察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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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22 日晚在北京以视
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五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重点阐述
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看法。

习近平指出，要打造包容性、可
持续、有韧性的未来，不断推进全球
减贫事业至关重要。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拿出切实举措。

第一，坚持发展优先理念。以
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为引领，加强发展合作，缩小南北
发展差距。

第二，采取全面均衡政策举

措。精准施策，应对因疫致贫返
贫。既要落实缓债倡议，也要继续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融资支持，
推动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

第三，营造良好国际经济环
境。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贸
易促减贫、促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
更好融入全球大市场。发挥数字减
贫作用，为中小企业、妇女、青年等
弱势群体提供更多脱贫致富机会。

习近平强调，中国即将提前 10
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目标。改革开
放 40多年来，中国 7亿多人摆脱贫
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 70%。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

打造包容性可持续有韧性的未来

坚持发展优先理念● 采取全面均衡政策举措● 营造良好国际经济环境●

依法行政擘画中原幸福蓝图
——第二批河南省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展示

以 落 实 联 合 国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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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准 施 策 ，应 对 因 疫 致 贫 返

贫。既要落实缓债倡议，也要继续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融资支持，

推动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

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贸易促减贫、

促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全球大市

场。发挥数字减贫作用，为中小企业、妇女、

青年等弱势群体提供更多脱贫致富机会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拿出切实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