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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给参加习近平给参加““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的青年代表回信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的青年代表回信
勉励他们继续关注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支持中非团结合作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努力

(详见8版)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 张晓松
荣启涵） 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29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到会祝贺，赵乐际代表党中央致词。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灯光璀璨，气氛热烈。主
席台上方悬挂着“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
会”的会标，后幕正中象征着五大洲侨胞心向祖
国的中国侨联会徽格外醒目，10面红旗分列两
侧。二楼眺台悬挂着“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凝聚广大归
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巨型横幅。来自全国各
地的近1300名归侨侨眷代表和来自110多个国
家的近700名海外侨胞特邀嘉宾欢聚一堂。

上午 9 时 30 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步入会场，全场响起

热烈的掌声。
大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幕。
赵乐际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为新时代

凝聚侨的力量 谱写民族复兴的新篇章》的致
词。赵乐际首先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
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侨联工作者致以诚
挚问候。

赵乐际在致词中说，第九次全国归侨侨眷
代表大会以来，各级侨联组织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深入推进侨联
改革，各项工作实现新发展，侨联干部呈现新面
貌。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始终同祖国同呼
吸、共命运，发挥独特优势，作出积极贡献，展现
出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开放自信的国际形象。

赵乐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
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党的侨务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宏伟蓝图，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也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希望广大归侨侨
眷和海外侨胞牢记党和人民嘱托，传播好中国声
音，助力祖国发展，维护中华民族大义，弘扬中华
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黄晓薇代表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
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向大会致贺词。贺词指出，
各群团组织要强化政治引领，引导所联系的群
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共同开创新
时代党的群团工作新局面。

会上宣读了《中国侨联、国务院侨办关于表

彰中国侨界杰出人物和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
的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侨联关于表
彰全国侨联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中国侨联关于表彰全国侨联系统先进组织和先
进个人的决定》，并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万立骏代表中国侨联
第九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贯彻新思想

建功新时代 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
侨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
斗》的工作报告。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有关领
导同志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位、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北
京市负责同志，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代表、海外侨胞特邀嘉宾等共约3000人参加了
开幕会。

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京开幕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赵乐际代表党中央致词

邵阳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关杨博） 8月29日上午，第十
三届省运会（成年组）武术项目比赛在邵
阳学院七里坪校区体育馆鸣锣开战。当
天，姚湉湉在女子传统拳术比赛中发挥出
色，为邵阳代表团摘得省运会成年组首枚
金牌。在男子传统器械比赛中，孙千里不
负众望，为邵阳代表团再添一金。

当天上午，率先进行的是男子42式太
极拳项目的比赛。邵阳选手肖文炼第6个

上场，他的太极拳动作如行云流水，柔和
中藏着几分刚劲。最终，他以8.84分的成
绩夺得银牌。该项目的冠军，被郴州选手
赵剑平斩获，怀化选手叶晓华摘得铜牌。

(下转2版)

武术项目比赛鸣锣开战
邵阳首日进账两金一银

邵阳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陈 星 通讯员
吴智睿） 8 月 29 日，第十
三届省运会（成年组）乒乓
球比赛在邵阳县五环时代
全民健身中心拉开帷幕。
省体育局副局长苏健全，
市领导曹普华、赵为济、李
华和、郭妤出席开赛仪式。

第十三届省运会（成年
组）乒乓球与自行车两项赛
事由邵阳县承办。全省14个
市州的 14 支代表团共 195
名运动员参加乒乓球项目
比赛。比赛分甲组（45岁以
上）和乙组（20岁至45岁）两
个组别，分别进行男、女团
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
以及混合双打比赛。赛事为
期7天，8月29日至31日进
行团体比赛，9月1日至2日
进行混合双打比赛，9月1日
至3日进行甲乙组女单、甲
乙组男双比赛，9月3日至4
日进行甲组女双、男单及乙
组女双、男单比赛。乒乓球
项目比赛共产生金、银、铜
牌各32块。

在当天进行的甲组男子团体比赛中，
A组邵阳队0：3不敌长沙队，C组邵阳队3：
2战胜常德队。在甲组女子团体比赛中，邵
阳队2：3负于娄底队，3：0战胜郴州队。在
乙组男子团体比赛中，邵阳队3：1战胜岳
阳队。在乙组女子团体比赛中，邵阳队3：0
战胜衡阳队，1：3负于湘西自治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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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刘湛涛） 8 月 28 日晚，
市体育中心广场上观者
如潮，为期一周的“省运
之光”美术书法摄影作品
展正在这里开展。200余
幅美术书法摄影作品为
市民送上了一道精美的
文化大餐，为正在邵阳举
行的第十三届省运会（成
年组）献上了一份厚礼。

为全面展示和检阅
我市竞技体育和群众体
育发展成果，促进我市体
育事业健康发展，献礼在
我市举办的省运会（成年
组），今年 5 月，“省运之
光”美术书法摄影展作品
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活动
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
积极响应，共收到作品
700余件。经评委认真评

选，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各
评选出一等奖3件、二等
奖5件、三等奖8件、优秀
奖30件。

除获奖作品外，活动
还展出了67件各协会主
席团成员的精品力作。这
些作品或磅礴大气直抒
胸臆，或隽细如流润浸自
然，或赞美邵阳新姿，或
展示邵阳发展成果，或歌
颂社会和谐美好，充分展
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饱
满的创作热情和扎实的
艺术功底。一幅幅精美的
书画作品，一张张灵动的
摄影作品，充分表达了我
市广大美术书法摄影爱
好者对省运会的美好祝
愿，展现了市民丰富多彩
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示了
邵阳深厚的文化底蕴。

用艺术传递美好祝愿
“省运之光”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开展

邵阳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朱杰 通讯员
张子进） 今天，市地方
海事局联合公安、渔政等
部门对资江邵阳市区西
湖桥至资江一桥水域内
的渔船、快艇等所有与省
运会（成年组）龙舟赛无
关的船舶、浮动设施进行
清理。

按照市地方海事局8
月25日发布的航行通告
的要求，8月31日0时至9
月6日24时，对比赛河段
实行限制性航行管制。9
月7日0时至9月10日18
时，对比赛河段实行禁止
航行和停泊管制，禁止与

竞赛无关的船舶进入西
湖桥至资江一桥水域航
行和停泊。8月30日17时
前，所有与比赛无关的船
舶、浮动设施必须驶离、
拖离管制河段。比赛结束
后，河道交通管制解除。

据了解，省运会（成年
组）龙舟赛于9月9日至9
月10日在西湖桥至小河
口河道进行。为确保赛事
顺利进行，市地方海事局
联合相关部门已提前做好
部署，制订水上安全保卫
工作方案，安排人员在辖
区内全面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强化安全监管，确保
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多部门联合清理龙舟赛水域

姚湉湉的螳螂拳出手快如闪电，闪转腾挪间尽显功力，获得场上的最高分9.15分。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邵阳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朱杰
通讯员 王典红 实习生 邓雨晴） 今天
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主持召开市政
府2018年第19次常务会议，重点研究全市污
染防治攻坚战开展情况、公安交警支队信息
化建设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关工作。

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指示和
讲话精神，再度学习领会了省委书记杜家毫、
省长许达哲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
话精神，研究了全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情
况，审议通过了《邵阳市污染防治攻坚战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按程序审签

实施。会议要求，聚焦大气、水、土壤三大领
域，突出大气污染防治、邵水综合整治、资江
锑污染治理三个重点，强化转型发展、污染
治理、生态保护三大举措，加强组织领导、政
策支持和科技支撑，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和
净土保卫战，以“三大保卫战”推进污染防治
攻坚战，通过三年努力，实现全市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明显增加、水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土壤环境风险明显降低的目标。

会议听取了公安交警支队信息化建设
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
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是安全生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要根据《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

产责任制规定》要求，压实地方各级党委政
府在编制及实施交通安全管理规划等方面
的领导责任，推动完善健全交通安全责任体
系。要提升信息化水平，充分结合全市智慧
城市建设和公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坚持节
约兼容，统筹推进。要科学规划停车场建设，
有效缓解交通压力和停车难问题。要进一步
优化公交站点、人行过街设施等基础设施建
设，方便群众通行，减少交通安全事故发生。

会议还听取了犬木塘水库项目推进工
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此项目影响深远，兹
事体大，事关从根本上解决衡邵干旱走廊农
田灌溉和饮用水源问题。要广泛听取采纳专
家、民众建议，紧密衔接落实中央、省里意
见，坚持民主决策，科学规划，多方位论证好
坝址，做到对未来负责。

会议还听取了2017年度机关事业单位
奖金发放有关情况汇报，听取了邵阳市监管
中心工作情况汇报。

刘事青主持召开市政府2018年第19次常务会议

重点研究污染防治交通安全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