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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1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牙买加总督艾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牙买加是英语加勒比地区最早同中国建交的
国家之一。 (下转第七版）

习近平同牙买加总督艾伦互致贺电

庆祝中牙建交50周年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11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祝贺他当选哈萨克斯坦总统。

习近平指出，你此次当选，充分体现了哈萨克斯坦人民对

你的信任和支持。我高度重视中哈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进一步发展，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托卡耶夫当选哈萨克斯坦总统

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11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致贺
信。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空间探索活动，“嫦娥”
揽月、“天问”探火、“羲和”逐日、空间站巡天，不断深化人类对宇
宙的认知，致力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太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

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
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当日
在海南省海口市开幕，主题为“构建新型空间探索伙伴关系”，
由国家航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
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
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致贺信

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空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成龙
本报11月21日讯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二
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
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工作事项。
市委书记陆治原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不移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策略，坚定不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严格落实第九版防
控方案和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按照省委“5+1”
工作部署，严防4个“源头”、擦亮3个“探头”，抓实抓细常态化防
控，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要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四早”要
求，做好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保障工作，提高疫情防控科学
化、精准化水平。要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建好用好上
合示范区等重大开放平台，努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定不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长期有效的铁
规矩、硬杠杠，坚持“关键少数”示范带头、以上率下，持续深化
纠治“四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陆治原主持会议并讲话

□青岛日报/观海新
闻记者 刘成龙

本报 11 月 21 日讯
今天上午，青岛融合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投产及青
岛光电产业园二期项目
开工活动在西海岸新区
举行。市委书记陆治原
出席投产及开工活动。

新型显示产业是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
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产
业，也是青岛重点发展的
十大新兴产业之一。今
年以来，我市聚焦推动新
型显示产业集群化发展，
创 新 建 立 产 业 链“ 链 长
制”，布局建设新型显示
产业专业园区，建立“5个
1”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延
链、补链、强链文章，着力
打造新型显示产业发展
新高地。青岛光电产业
园是新型显示产业园的
重要组成部分，由东旭集
团及其战略合作伙伴与
西海岸新区融控集团共
同投资建设，计划分三期
建设完成，聚力打造集光
电显示新材料、高端装备
制造等项目于一体的产
业园区。这次投产的青
岛融合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项目是青岛光电产业
园一期重点项目，主要生
产光电显示产业上游相
关材料，将助力我市光电
显示产业链做强做大。

活动中，东旭集团董
事长李兆廷，东旭光电产业
集团董事长陈英，市委常
委、副市长刘建军，市委常
委、副市长耿涛分别致辞。

青岛市和西海岸新
区领导孙永红、孙海生、
李苏满、赵士玉，市直有
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
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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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蔺君妍
本报11月21日讯 今天上午，政协第十四届青岛市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黄海饭店会议中心召开。市政
协党组书记、主席汲斌昌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并讲话。

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决定》、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精神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决议》、
中共山东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精神和《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议》、山东省政协十二届
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精神和《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关于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决
议》、中共青岛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神和《中共青岛市委关
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议》。10位政协常
委、委员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精神”进行大会发言。审议通过《政协青岛市委员会关于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决
议》。

会议指出，中共二十大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
奋进的大会。 (下转第七版）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市政协十四届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召开

汲斌昌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并讲话

新蓝图鼓舞人心，新征程催人奋进。党的二十大制定了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推动党的
二十大精神在青岛落地生根，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
使命任务，锚定“走在前、开新局”，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
动、见之于成效，奋力谱写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建设新篇章。

伟大的事业在承前启后中推进，伟大的目标在接续奋斗
中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团结带领全市
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解决了许多长期制约发
展的矛盾问题，战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办成了许
多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事要事，以勇当山东发展龙头的自信
与担当，开创了青岛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正朝着建
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总目标昂首奋进。今

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开展“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在干事创业中改进作风、提升能力，想干事、能干
事的精气神更加饱满，会干事、干成事的能力本领全面提
升。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不断增强“走在前、开新局”的使
命担当，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
动员起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奋力开创各
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下转第七版）

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 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青岛落地生根

本报评论员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17日下午，市
北区辽宁路街道无棣路社区服务中心活动室里飘来悠扬的
歌声，老干部诗韵文艺队队员们精神焕发，正在备战下月初
全区比赛。此前，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文艺队就
专门创作了这首歌，将《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等一些脍炙人口的红歌串烧，用歌声表达他们对
祖国的热爱之情。

“我们都是无棣路社区居民，有教师、警察、企业职工，退
休后，合唱团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社区专门为我们提供了
这个活动室，每周三上午和周四下午，我们都定期排练，风雨
无阻。”提起这帮老姐妹，老干部诗韵文艺队队长马丽华有说
不完的话，“我们队伍成立 6年了，一共 15人，最大的 76岁，
最小的63岁。看不出来吧，唱歌把我们的皱纹都唱平了，哈
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目前，辽宁路街道已经有合唱队、舞蹈队、太极拳队等
30 余支文艺队伍活跃在基层，不断丰富着居民们的精神文
化生活。“今年以来，我们在青岛各社区、老年公寓等演出
100余场。队员各个‘一专多能’，除了合唱外，还会排演情
景剧、诗朗诵，我们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通过形式多样的文
艺表演宣传好。”无棣路社区老干部党委副书记、老干部诗韵

文艺队队员张青云说。
“我家的衣橱折页坏了，能不能来家里给修修”“我家的

表怎么走着走着就慢了，换电池也不管用”……19 日中午，
匆匆吃过午饭的沈海涛正在维修室里研究一个送修的电视
线路板，没一会儿，他的电话便接二连三响起来。“下午，给李
培友老人理发， (下转第七版）

市北区辽宁路街道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推动基层组织强起来

点滴小事增色幸福图景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瑞新 文/图

贮水山社区第三网格党群服务站帮办员沈海涛
正在为社区居民修理电视线路板。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11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 16 届学术大会暨第 30 届院士大会致
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基础科学发展，愿同包括广大
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进一步增进国际科技界开
放、信任与合作，以科学繁荣发展造福各国人民，为推进全球发

展倡议、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16届学术大会暨第30届院士大会当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主题为“基础科学推动发展中国家循
证决策与可持续发展”，由发展中国家科学院主办，浙江大学承
办，中国科协和中国科学院协办。

习近平向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16届学术
大会暨第30届院士大会致贺信

增进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

以心换心是服务群众的最好法宝。辽宁路街道地
处老城区，老年人多，无物业管理小区多，基层工作千
头万绪、繁冗复杂，基层治理难度尤其大。但在街道蹲
点过程中，我看到的是基层工作者们的耐心、贴心、用
心。他们既是“大管家”，又是“多面手”，政策解读、疫
情防控、调解纠纷、理发维修、上门照料……样样拿
手。正是这些“走心”的服务，换来了老百姓的赞不绝
口。而那一个个微笑，一句句感谢，一面面锦旗，又转
化为基层党员干部们继续提升工作的动力，从而形成
基层治理的“良性循环”。

基层治理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