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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1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
晚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疫
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同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
代主题，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
战的呼声更加强烈。我们去年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
2040年愿景，提出了亚太共同体目标。亚太是世界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
长，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亚太各成员当前最重要的
任务。

第一，加强抗疫国际合作。中方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 5亿多剂疫苗，未来 3年内还将再提供 30亿
美元国际援助。中方愿积极参与保障疫苗供应链稳
定安全、促进关键物资流通等合作倡议，采取有效措
施确保人员健康安全有序往来。中方向亚太经合组
织捐资成立“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子基金。

第二，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推动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
边贸易体制。要拆墙而不要筑墙，要开放而不要隔
绝，要融合而不要脱钩。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抑制负面溢出效应，推动数字互联互通合作，推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早日建成高水平亚太自由贸易区。
中方已率先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工
作，期待协定年内正式生效。

第三，坚持包容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以人为
本，实现绿色增长。中方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
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中方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技
术合作，推动能源向高效、清洁、多元化发展，促进
包容性贸易投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对妇女
等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努力落实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

第四，把握科技创新机遇。全球数字经济是开
放和紧密相连的整体，合作共赢是唯一正道，封闭排
他、对立分裂只会走进死胡同。要加强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
境。中方将举办数字能力建设研讨会，推进数字技
术助力旅游复苏等合作倡议。

习近平强调，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同世界和亚太各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
利共赢。

习近平最后说，新西兰有一句毛利谚语：“当你
面向太阳，阴影终将消散。”我们对人类合作战胜疫
情充满信心，对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充满信心，对人类
共同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让我们同舟共济、守望
相助，携手推进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共创共享亚太
繁荣美好的未来！

本次会议由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新西兰倡
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主题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亚
太地区如何把握机遇，合作应对卫生危机，加速经济
复苏，为未来发展打下更好基础”。

新华社北京 7月 16日电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前往中央礼品文物管理
中心，参观“友好往来 命运与共——党
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展”。他
强调，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
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人文内
涵，凝聚着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
的深厚情谊，也见证着新中国外交事
业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
事业而奋斗的政党。我们将高举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同世界各国
人民深化友谊、加强交流，推动建设新
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要通过展览，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参观展览。

上午10时 30分许，习近平等领导
同志来到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步入
展厅参观展览。展览设有一个主展区
和两个专题区，主展区分为“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开放合作 和平发展”、“大
道同行 命运与共”3个篇章，专题区分
别以“世界舞台 大国担当”、“缤纷世界
文明互鉴”为题，通过670余件礼品、40
余幅照片和近百件文献、文摘、新媒体
资料等，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外交
事件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国共产党人成
功开辟和发展新中国外交事业所走过
的光辉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
得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生动见证我

国同建交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深厚友
谊、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俄罗斯总统普京赠送的苏联摄影
师拍摄的开国大典彩色历史影像、法国
前总统蓬皮杜赠送的挂毯《亚马逊河》、
联合国发来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法席位的电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赠送
的瓷塑天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赠

送的银烟盒、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
尔巴耶夫赠送的驼形来通杯、印度尼西
亚前总统苏西洛赠送的传统面具、朝鲜
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和夫人赠送的贝壳
镶嵌装饰画、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赠送的
蒙内铁路纪念U盘、希腊前总理齐普拉
斯赠送的雅典娜浮雕、玻利维亚前总统
莫拉莱斯赠送的彩绘木雕、斐济总理姆

拜尼马拉马赠送的传统风情装饰画……
展厅里，一件件独具特色的礼品实物、一
份份珍贵翔实的文字材料、一幕幕鲜
活生动的视频场景，吸引了习近平等
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驻足观看，
认真听取现场讲解，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观展览。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日前，中共河南省委决定：蒿慧杰同志任中共驻马
店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陈星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驻马店市委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7月 16日，在焦作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上，李亦博当选焦作市人民政府市长。③6

本报讯（记者 卢松）7月 16日，在漯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
议上，秦保强当选漯河市人民政府市长。③7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7月 16日，
省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部 发 布 指 挥 长 令
（〔2021〕1号令），要求全力防范应对
即将出现的强降雨灾害天气，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省气象台预报，7月 17日—19
日，我省淮河以北大部将出现持续强
降雨，局地将出现暴雨、大暴雨或特大
暴雨，强降雨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量
级大、雨势强。防汛形势严峻，任务艰
巨。”省防汛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指挥长令明确，各级党委、政府
要迅速进入战时状态，严格执行
战时工作机制，牢牢扛起防汛
救 灾 的 主 体 责 任 和 属 地 责

任。提前预置抢险力量，备齐物资装
备，做好抢险救援准备。遇有险情，要
快速组织抢险救援，迅速转移受威胁
群众，妥善安置转移避险群众，坚决杜
绝群死群伤事件发生。

指挥长令要求，要建立多部门联合
会商机制，加强防汛会商研判，做到精
准预警、精准研判、精准调度、精准救
灾，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加强山
区、小型水库、中小河流、尾矿库、淤地

坝等重点部位的防范，及
时关闭涉山涉水景区，
加强危险区域交通管
制，果断决策，及时
科学应对。③6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7 月 16
日，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九次会
议在郑州闭幕。省政协主席刘伟出
席并讲话。

会议进行大会发言，李庚香、周红
霞、李金枝、杨炳旭、张志刚、罗伟民、
黄红霞7位同志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推
进需求侧管理、提升消费水平、促进高
质量发展等提出建议。会议表决通过
了《政协河南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
则（修订案）》《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协商
工作规则》和人事事项。

刘伟在讲话中指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是一次具有时
代性、里程碑式、深远历史性意义的重
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为百年大党开启新的时代、引
领新的征程、实现新的梦想拉开序
幕。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认真领悟

讲话关于百年大党核心领航、百年征
程波澜壮阔、百年功业彪炳史册、百年
坚守伟大精神、百年探索宝贵经验、百
年奋斗共襄伟业、百年逐梦再铸辉煌
的全景展现和深刻阐述，矢志践行初
心使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
前进。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要求，牢记嘱托、砥砺奋进，把总书记
关心关注的“国之大者”时刻放在心
上、落在行动上，把总书记对河南的关
心厚爱、殷切期望转化为做好工作的
强大动力，不断推动河南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要认真践行伟大号召，提
高政治站位，广泛凝聚共识，强化“答
卷”责任，自觉躬身入局，立足本职抓
好落实，不断开创全省政协工作新局
面，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
丽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政协副主席周春艳、谢玉安、
李英杰、龚立群、张亚忠、高体健、张
震宇、朱焕然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
议。③6

蒿慧杰任中共驻马店市委书记

李亦博当选焦作市市长

秦保强当选漯河市市长

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闭幕
刘伟出席并讲话

习近平在参观“友好往来 命运与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展”时强调

同世界各国人民深化友谊加强交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沪宁参观展览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1号指挥长令

全力防范应对强降雨灾害天气

7 月 16 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
邀在北京以视频方
式出席亚太经合组
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并发表讲话。新
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7月 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参观“友好往来 命运与共——
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展”。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本报讯（记者 归欣 刘勰）7月 16
日晚，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
长王凯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
调度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进一步压实责任、落细措施，确保全
省安全度汛。

在听取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等省
防指成员单位，以及洛阳、焦作、商丘
等省辖市工作汇报后，王凯指出，各地
各部门要提升站位、高度重视，切实担
起防汛工作政治责任，坚决摒弃麻痹
大意思想，认真落实国家防总决策部
署，按照楼阳生书记讲话要求，全力以
赴做好本次强降雨过程应对工作。

王凯强调，各地各部门、各级防汛
责任人要视百姓为父母，把确保不发
生溃坝、决堤以及小流域洪灾、地质灾
害等造成群死群伤事故，作为检验防
汛工作的金标准，切实保障人民生命
安全。要闻令而动，按照战时状态要
求，迅速上岗到位、靠前指挥，切实把
决策指挥、工程调度、巡查抢险等责任

落实到防汛抢险救灾全过程，决不能
出现领导空档、责任虚档、防守断档。
要上下贯通、科学防汛，强化预判、预
报、预警，全天候监视天气变化，滚动
分析研判汛情，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提
前宣传动员、超前安排部署、动态发布
信息，留足转移避险时间，实施水库、
闸坝、蓄滞洪区等工程联合运用，强化
人力资源、物资器材、后勤保障综合调
度，最大限度发挥防控效应。要守土
担责、守土尽责，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
值守制度，及时收集、整理、报送信息，
杜绝迟报、漏报、瞒报、谎报，为指挥决
策赢得时间、赢得主动。要强化宣传
引导，教育和提醒广大群众做好自我
防范，确保自身安全。

武国定出席。③6

王凯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

扛牢责任 落细措施
坚决打好防汛阻击战

我省全力以赴防大汛

◀◀77月月 1313日日，，武陟县嘉应观乡沁河水域武陟县嘉应观乡沁河水域，，参加防汛救援综合实战演练人参加防汛救援综合实战演练人
员在进行相关科目训练员在进行相关科目训练。。⑨⑨44 冯小敏冯小敏 摄摄

本报讯（记者 谭勇）为应对强降
雨，宿鸭湖水库从 7月 16日 10时 30
分开始泄洪，出山店水库也从 16日
18时开始泄洪。全省上下正严阵以
待，全力以赴防大汛。

入汛以来至7月 15日，全省平均
降雨量 192毫米，较多年同期均值稍
偏多，其中海河流域偏多五成，黄河
流域偏多一成多。

受强降雨影响，我省唐白河、卫
河、沁河、洪汝河、淮河干流及淮南支
流等河道共出现9次涨水过程，15座
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局部山区出
现了山洪。

我省充分发挥水利工程防洪作
用，科学调度，已累计下发27个调令对
10座大中型水库、水闸实施了精细调
度。根据预报降雨情况，提前预判，调
度水库预泄腾库，精准调度水库拦洪
削峰，均在确保工程安全的前提下，有

效发挥了水库防洪效益。为有效预防
山洪灾害，目前共发布山洪灾害预警
短信12.2万条，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

截至7月 15日，我省有效防范应
对了 10次较强降水过程，当前全省
未发现有人员伤亡，超汛限水库正在
有序泄洪，河道均未超警戒水位，各
类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平稳。

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
关键期，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中下旬
仍有 3至 4次明显降雨过程，防汛形
势严峻。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进一步督促
各地实施‘一本账、一张图’管理，责任
一律到人、人员一律上册、预案一律成
本、物料一律上堤、风险一律成图。针
对前期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回头看，
确保整改落实到位，并在全省范围进行
再排查，做到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
不止。”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说。③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