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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28 日 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
要指示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
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
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
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

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
习近平指示有关方面，要
结合深化教育改革， 拿出有效
的综合防治方案， 并督促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抓好落实。 习近
平强调，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让他

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国青少年视力健康一直
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 此
前， 习近平已就相关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 近日，在看到有关报
刊刊载的 《中国学生近视高发
亟待干预》一文后，习近平又作

出上述指示， 为这项工作进一
步指明了方向。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 教育部联合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研究
制定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实施方案， 并向相关部门和

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方案提出
了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阶段
性目标，明确了家庭、学校、医
疗卫生机构等各方面责任，并
决定建立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制度。 方案
近期将正式印发实施。

习近平向2018年“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致贺信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28 日 电
2018年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
级别会议28日在北京开幕，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中国发扬丝

路精神，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 得到有关国家和国际社
会广泛认同和热情参与， 取得
了丰硕成果。 我们愿同各方继
续共同努力， 本着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将“一带一路”建设成
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让丝
路精神发扬光大。
习近平强调， 知识产权制

度对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具有
重要作用。 中国坚定不移实行
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依法保
护所有企业知识产权， 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 希望

与会各方加强对话，扩大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推动更加有效
地保护和使用知识产权， 共同
建设创新之路， 更好造福各国
人民。

广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专题学习会

落实责任提升能力 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张硕辅主持并讲话 温国辉陈建华出席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吴 瑕
通 讯 员 史 伟 宗 ） 昨日， 广州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加强
意识形态工作专题学习会。 市
委书记张硕辅主持并讲话。 市
委副书记、 市长温国辉， 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出席。 省
网信办专职副主任曾胜泉作辅
导报告。 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
部部长徐咏虹传达中央有关精
神， 汇报全市意识形态工作情
况及贯彻落实意见。 市委常委

周亚伟、 刘连生、 蔡朝林就落
实分管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作发言。
张硕辅强调， 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
态工作重要论述和在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 ， 牢 固 树 立 “四 个 意 识 ” ，
坚定“四个自信”， 始终做到
“两个坚决维护”。 准确把握意
识形态工作的地位作用、 根本
任务、 方针原则和工作重点，

深刻认识广州意识形态工作面
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始终保持
头脑清醒， 增强政治敏锐性，
结合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
改落实， 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真正落到实处， 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主
动权。 坚持强化理论武装， 持
续深化“大学习、 深调研、 真
落实” 工作， 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人心、 落地生根。 坚持正确舆

广州市文明委2018年全体（扩大）会议暨创建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推进广州精神文明建设上水平走前列
张硕辅出席并讲话 温国辉主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
讯 员 史 伟 宗 ） 昨日， 广州市召
开文明委 2018 年全体 （扩 大 ）会

议暨创建工作联席会议。 市委
书记、 市文明委主任张硕辅出
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
长温国辉主持。 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 市文明委常务副主任
徐咏虹通报去年以来全市精神
文明创建工作情况并部署下一
步工作。
张硕辅强调， 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 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坚决维护”。 要清醒认识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 强化使命担
当， 自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精神文
明建设各项工作之中， 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凝神聚魂、凝心聚力，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明
素养，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上水
平走前列， 以高水平精神文明

建设引领广州高质量发展。 要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精
神文明创建和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 建设更干净更整洁更平
安更有序城乡环境、 营造共建
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等中心工作结合
起来，发挥精神文明凝聚共识、
振奋精神的作用。 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围绕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
益问题，着力提高交通、医疗、金
融、通信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的窗口行业文明服务水平，尊重
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 使精神文明建设接地
气、顺民意。要进一步提升
“
文明
广州”品牌，建设文化厚重的文
明城市。 坚持牢牢掌握意识形
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主动权，确
保意识形态安全；深入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加强红色文化资源保
护活化利用；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为契机，高标准抓好文明城乡
规划建设；实施全域文明创建，
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为在全省实
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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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重要窗口” 中勇当排头兵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
动力。
张硕辅强调，各级党委政府
要承担起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
任，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负起第
一责任人职责，各级文明委要加
强总体谋划、工作指导、督促检
查和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分
工负责、密切配合，确保各项工
作落地落实落细。要以做好改革
开放 40 周年庆祝工作和迎接全
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为契机，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创新，把工
作触角延伸覆盖到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和新社会群体，善用
新媒体新技术新手段，使创建工
作紧贴实际、富有活力，形成共
建共享精神文明的良好格局，推
动精神文明建设上新水平。
会上，越秀区、天河区、市教
育局、市交委等 4 个单位作交流
发言。
市领导谢晓丹、 潘建国、李
瑾，市文明委全体委员、市创建
文明城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主
要负责人，各区党委、宣传部、文
明办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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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导向， 加强正面宣传， 讲好
广州故事， 展示广州形象。 坚
持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 构
建网上网下同心圆。 坚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
量。 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
党管意识形态， 加强基层党组
织特别是“两新” 组织党的建
设以及工会、 共青团建设， 强
化阵地建设管理， 提升干部队
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
定。
曾胜泉围绕做好意识形态
工作， 从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
述、 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意识
形态工作部署要求、 提高网络
舆情应对能力水平等方面作辅
导报告。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
员、 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参
加。

张硕辅看望慰问
驻市委即将退伍武警战士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吴 瑕 通 讯 员 史 伟 宗 ） 昨日，广州市
委书记张硕辅看望慰问驻市委机关大院即将退伍的武警战
士。武警广东省总队领导赵继东、王汉波，武警广州市支队领导
吴青林、王家辉，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潘建国等参加活动。

温国辉看望慰问
驻市政府即将退伍武警战士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府信） 昨天下午， 广
州市市长温国辉看望慰问驻市政府机关即将退伍的武警战
士， 并合影留念。 武警广东省总队领导赵继东、 王汉波， 武
警广州市支队领导吴青林、 王家辉等参加活动。

市台资企业协会举行成立28周年庆典
信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吴
瑕） 昨晚，
“广州市台资企业

协会第十三届理事就职仪式
暨成立 28 周年庆典大会”在
广州举行。 广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温国辉， 国台办经济局
局长张世宏，广州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卢一先， 广东省台
办副主任方涛， 中国国民党
副主席郝龙斌， 新党主席郁
慕明， 台湾青年发展基金会
董事长连胜文等嘉宾出席活
动。 全国各地台商会长、穗台
两地高等院校和相关机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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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广州市、各区有关部门
代表，在穗台商、台胞、台青
等 1000 多人参加。
市领导在会见台湾嘉宾
时表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台
资企业为广州经济社会的发
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广州
市委、 市政府非常重视在穗
台资企业的发展， 将一如既
往地为台资企业提供优质的
服务， 深化广州与台湾在经
贸、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交
流， 推动两地进一步融合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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