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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①）双方要以签署中葡政府间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契
机，全面加强“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促
进互联互通。双方要扩大务实合作，做大
做强现有项目，扩大双边贸易往来，营造
更多合作增长点。双方要密切人文交流，
加快推进里斯本中国文化中心筹建工
作，加强教育、广播影视等领域交流。双
方要加强多边协调，密切在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配合，共同维护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习近平指出，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
中国一贯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希望葡
方继续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维护
中欧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德索萨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葡中两国交往历史悠久，彼此之间相互

了解，这是我们双边关系发展的坚实基
础。明年将迎来葡中建交40周年，葡萄牙
期待着深化同中国在经贸、金融、人文等
领域交流合作，欢迎中国企业扩大对葡
投资。葡萄牙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成
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欧洲
的枢纽。葡中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立场相
近，都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支
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要密切在多
边机构的协调。葡萄牙支持加强欧中关
系，愿继续深化葡语国家同中国的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会谈前，德索萨总统在帝国广场为

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帝国

广场时，德索萨上前热情迎接。两国元首
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国、葡萄牙两国

国歌，同时鸣 21 响礼炮。在德索萨陪同
下，习近平检阅仪仗队，随后前往观礼台
观看分列式。广场外，簇拥的人群挥舞着
中国国旗，高声呼喊热烈欢迎习主席。

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向葡萄牙
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民族英雄卡蒙斯
墓献花环。

在前往总统府途中，葡萄牙国民卫
队骑兵仪仗队随行护送。抵达时，德索萨
在停车处再次迎接，礼兵在沿途两侧列
队，小号手吹号致敬。习近平与葡方陪同
人员握手，德索萨与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与德索萨共
同参观了“海上丝绸之路”故宫精品文
物展。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上接1版②）近年来，我市先后争取到湘西地
区开发、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全
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国家级产城融合示
范区、娄邵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湘商产业园
等一批含金量极高的国家级、省级优惠政策。
我市也相继出台了《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
成本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支持实体产业发
展的市本级政策措施。我们要通过这些政策
红利的释放，形成产业“磁吸效应”。

要充分发挥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园平台优

势。我市现有省级园区12家，邵阳经开区正在积
极创建国家级园区，每个县都有了省级园区，每
个工业园区都配套建设了湘商产业园。

我们要努力把产业园建成承接产业转移
的主阵地、创新创业的聚集区、转型升级的
先行区。

要充分发挥承接产业转移的承载力优
势。我市东部城镇群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
战场，将由中心城区、1个中等城市、3个小城
市和若干个新城及特大镇组成。规划到2020

年，东部城镇群常住人口超过500万。可以说，
“十三五”时期邵阳是湘中湘西南地区唯一人
口过百万的城市，城市规模在全省除长沙外
位居前列，产业转移承载力优势明显。

天时地利占先机，政通人和万事兴。在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形
势下，只要我们充分激发自身优势，将各项工
作落实落细，就能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
设中走在前列，为邵阳高质量发展积蓄新的
动能，打开新的空间。

（上接1版③）为此，该局结合实际工作开拓思路，在
“微”字上下足功夫，实现学习随时、随地、随机。10
月 24 日，该局党组书记向震东开讲“微讲座”第一
讲，截至目前，该局党组、大队、中队负责人共开讲

“微讲座”26期，全局党员、干部职工在各类学习场
所进行微跟评、微讨论1162人次。

如何让意识形态学习更加具体化、接地气？该
局科学针对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职工群众等
不同层面，股室、大队、中队等不同类别，科学拟订
大是大非、意识形态、“平语”近人、楷模人物等“微
话题”，发动工作人员利用业务会前后、工作餐等空
闲时间，在会议室、值班岗亭等场所有针对性地开
展微讨论，确保工作、学习教育两不误。同时，该局
充分利用城管工作群、党员群、红星云、365党建等
多种网络平台，开展一系列意识形态教育微话题、
微宣讲、微讨论。

在值班岗亭讨论时代楷模、在执法现场提倡“以
人民为中心”、在工作群里跟评改革开放成果，随着
北塔区意识形态教育的持续开展，该局党员和干部
职工的学习形式愈发多样、学习内容更加广泛，学习
热情也不断高涨。“短短几分钟，宣讲一主题；寥寥几
句话，讨论一观点；微微一话题，提升一观念”，该局
建设房产执法大队大队长曾受益说，微话题、微讨论
的方式让学习变得简单、有趣，队员们都自发参与到
学习中来，思想觉悟、业务能力均不断提升。

开展意识形态宣讲教育活动以来，该局实现中
层以上党员干部100%开展微讲座，全体党员100%
参加微讨论、微评论，全体非党干部职工100%参加
学习教育活动。如今，该局干部职工有效地将学习
成果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实际工作动力，工作
成效不断提升。截至今年三季度，该局在全市市容
环境卫生测评中获得5个第一，在全市拆违工作考
核中获得4个第一的好成绩。

新华社里斯本12月5日电（记者钱
彤 孙奕）当地时间12月5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里斯本会见葡萄牙议会议长罗
德里格斯。

习近平指出，葡萄牙是中国在欧
盟内的好朋友、好伙伴。1999 年，中
葡妥善解决了澳门问题，在国际上树立
了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典
范，也为中葡关系在新世纪发展奠定了
互信和合作基础。近年来，中国全国人
大同葡萄牙议会开展了密切交流，取得
积极成果。中方支持两国立法机构在立
法监督、治国理政、国计民生等重要议
题上相互学习借鉴。两国立法机构要推
动释放合作潜力，不断优化法律和政
策环境，保障对方投资企业和人员合

法权益。双方要加强在各国议会联盟
等多边组织中的沟通协调，维护共同
利益，并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繁
荣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
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是一条与时俱进的
道路，是一条由近14亿中国人民共同选
择的道路。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持续释放发
展活力，实施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政策，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将为中
国对外开放打开新局面，中葡合作也面
临新的机遇。

罗德里格斯表示，葡萄牙议会热烈
欢迎习近平主席来访。习近平主席的访
问体现着葡中关系的高水平。中国是葡

萄牙主要贸易伙伴。双方都主张多边主
义。葡萄牙赞赏中国的发展成就，希望将
两国间友好互信转化为更多合作成果，
拓展双方在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葡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一
带一路”在欧洲的枢纽。葡萄牙议会致力
于深化葡中关系，将积极参与明年两国
建交40周年庆祝活动，巩固葡中友谊，愿
继续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富有成效的对
话和交往。

会见前，罗德里格斯在议会大厦前
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习近平。乐队奏响中
葡两国国歌。习近平在罗德里格斯陪同
下检阅仪仗队。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葡萄牙议会议长罗德里格斯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

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
业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把稳就业放在更
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
业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促进就业创业，强化培训
服务，确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目标任务完成和
就业局势持续稳定。

《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的重
点举措。一是支持企业稳定发展。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
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对其中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
加大返还力度。充分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鼓励
各地优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低费率的担保支
持，提高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二是鼓励支持就业创
业。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度，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
微企业，可分别申请最高不超过15万元和300万元的
创业担保贷款。鼓励各地加快建设重点群体创业孵化
载体，支持就业压力较大地区为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免
费提供经营场地。实施三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将就业
见习补贴范围扩展至16－24岁失业青年。三是积极实
施培训。困难企业可组织开展职工在岗培训，企业职工
教育经费不足部分，经所在地人社部门审核评估合格
后，由就业补助资金予以适当支持。对下岗失业人员普
遍开展有政府补贴的培训，对其中符合条件的就业困
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在培训期间再给予生活费补
贴。将技术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由企业在职职工参
加失业保险3年以上调整至参保1年以上。四是及时开
展下岗失业人员帮扶。失业人员可在常住地办理失业
登记，申请享受当地就业创业服务、就业扶持政策、重
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下岗失
业人员，及时落实失业保险待遇，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和临时救助范围。

《意见》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促进就业工作
的主体责任。明确部门组织协调责任，开展促进就业专项
活动。要切实抓好政策服务，及时向社会公布政策清单、申
办流程等，建立实名制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同时，要指导企
业等各方履行社会责任，共同做好促进就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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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拿马城12月4日
电（记者高春雨 苏津）影像中
国——中国影视节目巴拿马开
播仪式 4 日在巴拿马首都巴拿
马城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巴拿马国家广播
电视总署和中国驻巴拿马大使
馆主办。

从12月2日起，中国电视剧
《温州一家人》西班牙语译配版及
四川和哈尔滨等中国省市的宣传
片于每晚黄金时段在巴拿马国家
电视台播出。之后，动画片《星星
梦》、电影《西藏天空》《滚蛋吧！肿
瘤君》《推拿》和电视剧《儿女情更

长》等优秀中国影视作品也将陆
续登上巴拿马荧屏。

这些已经或即将与巴拿马
观众见面的影视作品或反映中
国改革开放 40 年发展历程，或
讲述当代中国百姓情感生活故
事，或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为达
到最佳播出效果，这些作品均
进行了本土化包装，用西班牙
语译制。

据悉，让这批作品进入巴拿
马观众的视野是中国影视节目
规模化进入拉美主流媒体平台
的又一新举措，将推动中巴文化
交流迈上新台阶。

中国影视作品将规模化登陆巴拿马荧屏

池杉湖国家湿地公园
位于安徽省来安县，数万
株池杉树不仅能涵养水
源，更是各种鸟类生活栖
息的“天堂”，成为当地一
张靓丽的生态名片。图为
12月5日，鸟儿在池杉林间
飞舞、栖息。

新华社记者 曹力 摄

池 杉 绘 就
美 丽 画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