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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隆重开幕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46

新 华 社 北 京9月3日 电

3日，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隆
重开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
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强调中非要携
起手来， 共同打造责任共担、 合作共
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
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重点实施
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
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
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
初秋的北京， 天安门广场和长安
街两旁鲜花盛开， 中非合作论坛成员
国国旗、 非洲联盟会旗和印有中非合
作论坛会徽的旗帜迎风飘扬。 人民大
会堂北门外， 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
16时许，出席论坛峰会的外方领导人
陆续抵达。习近平在北大厅热情迎接，
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 互致问候。 随
后，中外领导人集体合影。
大礼堂里灯光璀璨，花团锦簇，中
非伙伴共聚一堂。主席台上，中非合作
论坛会徽格外醒目，中国和53个非洲
国家国旗、 非洲联盟会旗整齐排列在
以中英法文书写着“2018年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的巨幅蓝色背景板前。
16时40分许，军乐团奏响热烈庄重的
欢迎进行曲， 习近平和外方领导人一

同步入会场，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共
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
习近平向出席论坛峰会的外方领
导人， 包括冈比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 布基纳法索3个论坛新成员领导
人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指出， 中非双方基于相似
遭遇和共同使命， 在过去的岁月里同
心同向、守望相助，走出了一条特色鲜
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中
国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
观，同非洲各国团结一心、同舟共济、
携手前进。 中国在合作中坚持真诚友
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
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效，坚持开
放包容、兼收并蓄。 中国坚持做到“
五
不”，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
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不在对非援助
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不在对非投资
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 中国希望各国
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五
不”。
习近平强调，非洲发展不可限量，
非洲未来充满希望， 中非友好合作前
景广阔，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发展大有可为。 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
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中非合作好不
好，只有中非人民最有发言权。任何人
都不能破坏中非人民的大团结， 任何
人都不能阻挡中非人民振兴的步伐，
任何人都不能以想象和臆测否定中非
合作的显著成就，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
和干扰国际社会支持非洲发展的积极
行动。
习近平指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
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面对时
代命题，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愿同国际合作伙伴
共建“一带一路”，把“一带一路”建设
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
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将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将坚定不移
坚持对外开放， 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
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
习近平强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
集中的大陆， 中非早已结成休戚与共
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共
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第一， 携手打造责任共担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加强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相互理
解和支持， 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的协作配合， 维护中非和广大发
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第二， 携手打造合作共赢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用好共建
“一带一
路”带来的重大机遇，把
“一带一路”建
设同落实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
洲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 开拓新的
合作空间，发掘新的合作潜力。
第三， 携手打造幸福共享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把增进民生福祉
作为发展中非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第四， 携手打造文化共兴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促进中非文明交
流互鉴、交融共存，拉紧中非人民的情
感纽带。
第五， 携手打造安全共筑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 中国坚定支持非洲国家
和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以非洲方式解
决非洲问题， 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主
维稳维和能力。
( 下转 A4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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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紫雯：
少年初长成 自在恰如风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强调携手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重点实施好产业
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
平安全“八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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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媒体记者 杨丹丹

13岁的张紫雯是金湖县吴运
铎实验学校七年级学生。 喜爱读
书、学习优秀，爱好广泛、广交朋
友，孝顺长辈、乐于公益……因为
表现突出， 张紫雯2015年被团中
央青少年影视部评为
“
最受欢迎的
学生”，2016年被江苏省少工委评
为“江苏好少年”，2017年被团市
委评为“
最美中学生”。

欢读书， 家里的藏书有200多本。
从童话故事到作文选，从百科丛书
到唐诗宋词……她不断汲取着精
神食粮。 张紫雯至今还记得，一年
级时老师送给她一本《365天的心
灵鸡汤》， 里面的一个个小故事折
射出人生诸多大道理，让她受益匪
浅。 在张紫雯看来，每天读书的时
间就是在享受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我喜欢读一些比较难读懂的书，
挑战自己，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
不行就三遍，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
发现和收获。 ”张紫雯说。

爱读书 爱学习
“勤能补拙， 但聪明永远弥补
不了懒惰”， 谈起学习经验， 张紫
雯认为勤奋是唯一真理。 课上，她
专心听讲，积极思考，大胆表达自
己的见解。课后，她提前预习、加强
复习，将知识点牢记于心。 遇到不
懂的问题， 她和同学积极探讨，向
老师请教，形成了一套行知有效的
学习方法。
受父亲影响，张紫雯从小就喜

才艺多 善交友
别看张紫雯文文静静的，她可
是一名文艺骨干， 唱歌、 街舞、钢
琴、非洲鼓、画画、打羽毛球、朗诵、
书法、主持样样都在行，在省、市、
县的各类比赛中屡屡获奖，是金湖
的
“小明星”。
张紫雯最喜欢的是，每年寒暑
假爸爸妈妈送她参加的各类夏令
营、冬令营。“不仅能学到知识，锻
炼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还能交到
很多好朋友。”张紫雯说。记得在一
次夏令营活动中，有一位来自外地
体型偏胖的女生，不少孩子都不愿
意跟她一起玩。看到这位女生经常
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 下转 A4 版 )

奋力开创法治政府建设新局面
全市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会召开
■ 通讯员 孙亮 融媒体记者 唐筱葳

本报讯 昨日下午， 我市召开法
治政府建设推进会， 回顾总结取得成
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全力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市长蔡丽新强调，各地
各部门要紧紧围绕2020年基本建成
法治政府这一目标任务，埋头苦干，创
新实干， 奋力开创法治政府建设新局
面，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市领导
张国梁、刘必权、顾坤、肖进方、马玉
龙，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钱斌等出席
会议。
蔡丽新就法治政府建设提出四点
要求。第一，要以更高的站位推动法治

政府建设。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
深刻认识、 准确把握建设法治政府的
重大意义，强化使命担当，坚定不移把
法治政府建设推向深入。第二，要以更
严的要求加快法治政府建设。 法治政
府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
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
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
政府。 各地各部门要从政府职能依法
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备、行
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 宪法法律严格
公正实施、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人
民权益切实有效保障、 依法行政能力
普遍提高等七个方面， 深刻理解和把
握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工作要
求。第三，要以更实的举措抓好法治政
府建设。 要始终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

战略高度， 坚持问题导向， 找准突破
口，狠抓措施落实，全面推进法治政府
建设。 要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融入法治
思维，坚持整体性、系统性、集成性推
动
“放管服”改革，在简政放权、加强监
管、优化服务上持续发力，实现政府权
力“瘦身”和职能“健身”；要在优化制
度体系中树立法治权威， 加强立法制
规的针对性、实效性，保障规范性文件
的有效性，建立务实管用、富有特色的
行政制度体系； 要在科学民主决策中
贯彻法治理念，坚持依法决策，推进科
学决策，强化决策责任，自觉把法治原
则和理念贯彻到决策全过程； 要在公
正文明执法中体现法治水平， 深化执
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加强
重点领域执法，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

开透明的法治环境； 要在规范权力运
行中彰显法治力量， 进一步加强重点
权力制约，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全面推
进政务公开， 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 要在保障群众权益中传递法
治温度，加强行政复议，积极做好行政
应诉，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 增强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第
四， 要以更强的担当促进法治政府建
设。 各地各部门要树牢责任意识和担
当意识，要压紧压实责任、提升法治能
力、严格督察考核，合力推动法治政府
建设取得新成效。
会议观看了 《依法行政永远在路
上》专题片，通报了近年来行政审判和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小手拉大手 共创文明城
我市开展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开学第一课活动

■ 融媒体记者 叶列 刘海峰 谭鑫
通

讯

员 刘品

主题演讲、 经典诵读、 童谣传
唱、 宣誓活动、 文明知识宣讲……
近日，全市中小学迎来开学季，各地
各学校创新方式方法，开展了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
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
城”——
—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开学第一
课活动。

一次国旗下主题讲话——
—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昨日上午7点， 江苏省淮阴中学
开明分校校园内，
“小手拉大手·共创
文明城” 系列活动主题升旗仪式在
3000多名师生的瞩目下举行。 在旗
手们的护卫下，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格外鲜艳。
升旗仪式结束后，江苏省淮阴中

学开明分校校长郑先翠发表国旗下
讲话，以“
志存高远，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 弘毅笃行， 守住人生第一把尺
子；追求卓越，写好人生每一页篇章”
与同学们共勉， 向各个班级代表发放
《淮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师生们
举行《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校园
公约誓词》宣誓活动。初一（20）班的邢
伟航同学说：
“
从我做起， 让闪光的青
春从文明起步，让校园变得更美丽。 ”
我市各中小学校广泛利用新学期

开学第一天升国旗仪式，围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
八礼四仪”、 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淮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淮安市民文明行为“十不准”》、《中
小学生守则》等内容，
( 下转 A4 版 )

淮安市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公告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我国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的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根
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
济 普 查 的 通 知》（国 发〔2017〕53
号）、《省政府关于我省做好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苏政
发〔2018〕17号）和《市政府关于我
市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的通知》（淮政发 〔2018〕63号）的
部署安排， 我市将于2018年9月
-11月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单位清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单位清查的对象：全市境
内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全部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以及从事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
二、单位清查的内容：法人单
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单位详细名称、法定代表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所在地及区
划、单位注册地及区划、联系电话、
行业类别、机构类型等；个体经营
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户主姓名、
行业类别、从业人员期末人数等相
关指标。
三、 为全面完成单位清查任
务， 请各单位及个体经营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和《全
国经济普查条例》 的有关规定，积
极配合普查人员的工作，如实提供
真实准确的数据信息。对拒绝或者
妨碍普查机构、普查人员依法开展
工作的，或拒报、虚报、瞒报、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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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资料的， 将依法予以处罚，情
节严重的将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
社会公示并实施联合惩戒。
四、 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
员，对于各单位及个体经营户提供
的涉及国家机密、企业商业秘密和
个人家庭隐私等信息，将依法给予
保密。 经济普查取得的各项资料，
将严格限于经济普查目的，不作为
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
依据。
单位清查期间，普查人员将佩
戴统一印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
员证，做到依法普查、文明普查。欢
迎各单位及个体经营户对普查人
员进行监督，并对不当行为进行举
报。
举报电话：
淮安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0517—83960010
各县（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淮安区
0517—85912383
淮阴区
0517—84997637
清江浦区 0517—83668865
洪泽区
0517—87222962
开发区
0517—83716161
涟水县
0517—80896965
盱眙县
0517—88211655
金湖县
0517—86903582
淮安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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