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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31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卡塔尔

埃米尔塔米姆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

同意，深化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

展的中卡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2014 年， 我同埃米尔

殿下在北京共同宣布建立中卡战略伙

伴关系，并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重要共

识。 我高兴地看到，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这些共识正在得到落实，给两国人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卡方加强沟

通，深化政治互信。 中方支持卡方自主

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赞赏卡

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谢卡方在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的

坚定支持。 双方要进一步对接发展战

略， 共同建设“一带一路”。 两国已初

步形成以油气合作为主轴、 以基础设

施建设为重点、 以金融和投资为新增

长点的合作新格局， 要统筹推进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 高新技术、 投资四大

领域合作。 双方要就国际反恐反极端

思潮加强交流、 分享经验， 开展合作。

要进一步密切人文交流， 推动旅游、

文化、 体育和媒体合作， 特别是相互

支持、 共同办好 2022 年分别在中国和

卡塔尔举行的冬奥会和世界杯足球赛

这两大体育盛会。

习近平指出，区域合作和海湾稳定

是本地区繁荣的重要基础。 中方支持在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阿拉伯

框架内，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妥善解决分

歧和矛盾，恢复海湾阿拉伯国家间团结

和睦。 中方愿根据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

委员会国家的愿望，继续发挥建设性作

用。

塔米姆首先向习近平和中国人民

致以诚挚的新年问候。 塔米姆表示，卡

中是战略伙伴， 双边友好关系迅速发

展。 卡塔尔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是最

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期

待同中方在能源、投资、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 中国企业在

卡塔尔的表现值得称道，欢迎中国企业

赴卡塔尔投资兴业。 卡方致力于增进同

中方文化、旅游、新闻交流。 卡方积极评

价中方在多边事务以及中东和海湾地

区问题上的建设性立场，愿同中方加强

沟通协调， 深化反恐和反极端主义合

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塔米姆举行欢迎仪式。 杨洁篪、武

维华、王毅、杨传堂、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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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习近平 31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

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

习近平赞赏巴赫和国际奥委会长

期以来积极支持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和

体育事业发展，并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

运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强

调， 中方高度重视筹办北京冬奥会，目

前各项工作正在扎实有序推进。 我们一

定会积极努力， 为世界呈现一届绿色、

共享、开放、廉洁的冬奥会。 希望巴赫主

席提出宝贵建议。

习近平指出，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

和参与国际体育合作的程度，也是一个

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 70 年来， 中国人民的健康

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中国从过去未能参

加奥运会，到现在已成为许多奥运项目

中的佼佼者，这是中国国运国力发展的

重要体现。 普及冰雪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与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也是契合的。 举办北京冬奥会还将为中

国加强体育国际合作提供新的机会。

习近平强调，中国主办冬奥会的理

念，同我们共建“一带一路”、推进绿色

文明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努力一脉相承。

体育交流正日益成为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交往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

对使用兴奋剂持“零容忍”态度，我提倡

中国运动员哪怕不拿竞技场上的金牌，

也一定要拿一个奥林匹克精神的金牌，

拿一个遵纪守法的金牌，拿一个干净的

金牌。 中国将坚定主办一届像冰雪一样

干净、纯洁的冬奥会。

巴赫表示，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务

实高效，充满活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看到中国运动员正积极备战， 场馆建

设把奥运遗产和可持续发展很好地结合

起来，中国民众对冬季运动充满热情。 中

国新华社正式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合作通

讯社， 中国中央电视台即将开播奥运频

道。我赞同习近平主席所说，体育运动可

以促进一个国家的全面发展。 相信北京

冬奥会的筹备和举行，将推动冬季运动

在中国的普及和在世界的推广。 中方主

办冬奥会理念同国际奥委会是一致的。

中方冬奥组委会同国际奥委会的互信

与合作令人满意。 感谢中方为筹办冬奥

会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完全相信

中国将举办一届精彩的冬奥会。

孙春兰、杨洁篪、蔡奇、王毅参加会

见。

习近平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史伟宗）

昨日， 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在

穗会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和副

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龚旗煌一行。

张硕辅说， 广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 围

绕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 优化提升科技创新生态， 加快

建设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 全力打

造科技创新强市。 希望双方在大科学

装置建设、 核心技术攻关、 科技成果

转化、 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深化合作，

实现共赢发展。 邱水平表示，北京大学

将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深化与广

州合作交流，助推广州高质量发展。 市

领导王东参加。

张硕辅会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奚慧颖 张

秀丽 陈子垤 通讯员 任宣 ）

1 月 31 日下

午， 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在广州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玉妹主

持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少华、黄业

斌、罗娟、吕业升、王学成，秘书长王波出席。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良贤，省监察委员会副

主任李在寅，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龚稼立、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林贻影列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广东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黄宁生辞去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会议经表决， 免去陈潮光的广东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华侨民族宗教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职务， 免去陈纯的广东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

任命李婉婉、袁红、黄少宝为广东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

在完成会议的各项议程后， 省人大常

委会组织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

和本次常委会会议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举

行向宪法宣誓仪式。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张秀丽

奚慧颖 陈子垤）

1 月 31 日下午，历时

4 天的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在广州胜利闭幕。

下午 3 时，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

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广州白云国际会

议中心世纪大会堂举行。 768 名代表

出席了大会。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

李玉妹主持闭幕大会。 大会主席团常

务主席、执行主席王伟中、徐少华、黄

业斌、罗娟、吕业升、王学成、王波在主

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省委书记李希，省长马兴瑞，省政

协主席王荣，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港

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小丹，省委、省政

府领导同志林少春、张硕辅、何忠友、

施克辉、傅华、黄宁生、叶贞琴、张利

明、郑雁雄、许瑞生、陈良贤、欧阳卫

民、张光军，驻粤部队和省军区领导同

志王守信、俞满江、李峰、祝传生、石志

坤， 省法院、 省检察院负责同志龚稼

立、林贻影，广州、深圳市负责同志温

国辉、陈如桂、陈建华、骆文智，我省选

出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罗俊， 以及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广东省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广东省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 2019 年计划的决议、关于广东

省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

算的决议、 关于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 表决通过了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表决通过了关

于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内务

司法委员会更名的决定。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昨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广州胜利闭幕。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在广州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