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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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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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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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4版)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7月
15日，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易鹏飞来
邵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要求把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政协工
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确保政协工作、政协事业高质
量发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龚文密参加调研。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彭华松，市政
协党组副书记李放文，副主席郭妤、郑再
堂、蒋伟、谭精益，秘书长周飞鹏参加调
研或座谈会。

易鹏飞先后到国家级邵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拓浦精工智能制造（邵阳）有限公
司、市政协机关、湘窖酒业实地调研，并
在座谈会上听取了市政协今年来的工作
情况汇报，和与会人员进行了座谈交
流。省政协调研组还在武冈市三水厂、
邵阳县新田村调研并办理“微建议”。

易鹏飞对邵阳的发展变化给予高度
评价，充分肯定市委、市政府对政协工作
高度重视，市政协在把握政治方向、服务
发展大局、创新专项工作等方面有特色、
有成效。

易鹏飞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政协组织，始
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强化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学习领会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各级政协组织、委员的实际行动。要进一步把准政协的性质、职能
定位，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坚持双向发
力，广泛凝聚共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政协力量。要
紧紧围绕政协工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创新组织形式、服务方
式，充分调动各级政协组织、每位委员的积极性，提升政协作为专门
协商机构的协商能力和有效性。要紧扣中心，深入调研，各级政协
组织和各位委员参政议政一定要“精、准、实”，围绕高质量发展多提
好提案，围绕基层治理现代化做好调查研究。要着力加强自身队伍
建设，不断增强履职能力。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的
作用，把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作为新征程上政协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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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马剑敏
见习记者 文雅丽） 7月16日
下午，我市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再
次召开全市防范学生溺水工作会
议，对全市防范学生溺水工作进行
再部署、再加压。市委副书记汤立
斌强调，做好防范学生溺水工作任
务艰巨，责任重大，要切实增强做
好防溺水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落
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压实各级防
溺水工作责任，全力以赴遏制我市
学生溺亡事故。

副市长李华和主持会议。

汤立斌指出，近期我市气温
普遍增高，未成年人下河塘、水
库游泳，外出游玩戏水等不安全
因素明显增加，全市各地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
重视学生防溺水工作，进一步增
强政治意识、紧迫意识、责任意
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领
导关于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的
指示批示精神，准确研判防溺水
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把防溺水
工作作为当前重点工作，居安思
危，常抓不懈。 (下转3版②)

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
全力遏制学生溺亡事故

汤立斌出席全市防范学生溺水工作视频会议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
杰 通讯员 阳小朋） 7月16
日上午，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
长华学健主持召开市政府2021
年第6次党组（扩大）会议，专题
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
组成员彭华松、李华和、王学武、
蒋志刚、肖拥军、仇珂静、陈秋良
参加。

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围绕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各自分管工作
实际，依次交流发言，一致表示，
将坚决响应和积极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号召，立足本职岗位，担
当作为，砥砺奋进，继续为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华学健说，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是指引中国共
产党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推向前进的纲领性文献和
行动指南，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
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和研讨，从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中汲取砥砺奋进力量，凝心聚力
谋发展、全心全意惠民生。

(下转3版①)

华学健主持召开市政府2021年第6次党组（扩大）会议

专题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 立 军）
7 月16日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龚文密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
市委办公室第一党支部“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专题组织生活会，与
党支部成员一起学习交流。他勉励大家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勇于
担当作为，发扬奉献精神，为建设现代化
新邵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党史学
习教育第十一巡回指导组组长邓三龙到
会指导。

指导组成员邹标昌，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李万千出席。

会上，党支部成员一起重温了党章；
党支部书记通报了此次组织生活会准备
工作、今年以来支部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等

情况；党支部成员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
际，交流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的心得体会，查摆了自身存在问
题、剖析原因、明确整改方向和措施，并开
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龚文密认真听取各位同志的发言，
并结合学习思考和工作实践与大家展开
深入交流。他指出，大家作为新时代青
年党员，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切嘱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
任，不忘初心、接续奋斗，积极投身到建设
现代化新邵阳的生动实践中去，努力为党
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首先要讲政治。
市委办公室作为政治机关，大家要旗帜鲜
明讲政治，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敢于担当。自觉担
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胸怀“两个大
局”，服务“国之大者”，知责于心、担责于
身、履责于行，全力推动中央和省委重大
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吃得苦。始终保
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肯吃苦、能吃苦，
主动在实践中接受锤炼，不断增强自身的
抗压能力、统筹能力，提升抓落实的本
领。要有奉献精神。继承和发扬甘于奉
献的优良传统，让奉献为民的初心和使命
融入血液，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矢
志不渝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要认
真遵守纪律。严守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
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切实做到
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形象好。

(下转2版)

龚文密参加市委办第一党支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专题组织生活会

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努力为建设现代化新邵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邓三龙到会指导

7 月 13 日，邵阳
县塘渡口镇梅子院村
村民刘新国在资江河
邵阳县水域宣传防溺
水知识，告诫居民远
离危险区域，严禁小
孩私自下水玩耍。

2020 年，刘新国
出资购买一艘冲锋舟
组建民间水上救援
队，夏季经常在该县
城的二桥至小溪市码
头开展义务巡河。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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