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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 国家主席习近

平复信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奈尔斯高中

学生， 勉励同学们为增进中美人民友

谊作出贡献。 此前， 北奈尔斯高中中

文班 40 多名学生用中文写信给习近

平， 询问习近平的工作、 生活情况和

个人爱好， 表示他们正在学习中文，

喜爱中国的语言文字、 音乐和中餐，

希望有机会来中国参观访问。

习近平在给北奈尔斯高中学生的

回信中表示： 感谢你们的来信， 我从

信中感受到你们对中文的爱好和对中

华文化的兴趣。 学习中文可以更好了

解中国， 结识更多中国朋友， 也可以

结识很多会说中文的世界各国朋友。

你们的汉语书写工整、 用词规范，

“太棒了”！ 我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在中文学习上取得更大进步。 我曾多

次访问美国， 那里优美的风光、 热情

的人民、 多元的文化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 也结交了很多美国朋友， 包括美

国青年朋友。 我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

很累， 但很愉快。 我对哲学、 历史、

文学、 文化、 音乐、 体育等都有浓厚

兴趣， 我的很多爱好从中学时代就养

成了， 一直保持到现在。 青年一代是

中美友好的未来。 希望同学们珍惜韶

华、 努力学习， 为增进中美人民友谊

作出贡献。 百闻不如一见。 欢迎你们

有机会来中国看看。

习近平的复信在北奈尔斯高中引

起积极热烈反响。 师生们表示， 从这

封复信中感受到习近平主席的平易近

人、 和蔼可亲， 习主席对中美两国青

少年的关心关爱令全体师生倍感亲切、

倍受感动； 习主席来信将激励更多当

地学生学习中文、 了解中国文化并参

与中美友好交流。

北奈尔斯高中是美国伊利诺伊州

一所公立学校， 成立于 1964 年， 现有

学生两千多名。 该校重视国际交流，

鼓励学生学习外语， 自 2008 年起开设

中文课程， 选修人数已拓展至 11 个

班。

习近平复信美国高中学生

据新华社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

例》

（以下简称 《干部考核条例 》）

，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

行。

通知指出，干部考核是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的重要举措，是激励干部担当作

为、促进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干部考

核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做好

新时代干部考核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通知强调，《干部考核条例》的颁布

实施，对于进一步发挥干部考核的指挥

棒、风向标、助推器作用，激励引导广大

干部以更好的状态、更实的作风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推动全党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具有重要

意义。

通知要求， 各级党委

（党组 ）

要

深刻领会党中央精神， 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 把 《干部考核条例》 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 要旗帜鲜明把政治

标准贯穿干部考核工作始终， 突出对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贯彻落实情况的考核， 确保

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政治

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

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要把区分优劣、 奖优

罚劣、 激励担当、 促进发展作为干部

考核工作的基本任务， 进一步调整优

化考核内容指标， 改进考核方式方法，

强化考核结果运用， 最大限度调动广

大干部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推动树立讲担当、 重担当、 改革创新、

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 各地区各部门

在执行 《干部考核条例》 中的重要情

况和建议， 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王

丽莹 周媛媛 严洁）

初步核算并经国家

统计局核定，一季度广东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23886.7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6.6%，高于年度预期目标上限0.1

个百分点。 昨日，记者从广东省统计局

获悉，一季度，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0814元， 同比增长8.5%。 按常住地

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266元，

增长8.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15元，增长8.7%。

据介绍，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772.53亿元，同比增长3.5%；第二产业增

加值9492.43亿元，增长6.0%；第三产业增

加值13621.81亿元，增长7.2%。此外，房地

产业增加值增长4.4%， 增幅比上年同期

提高0.9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提高1.1个

百分点；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

降6.9%， 降幅比上年同期和上年全年分

别收窄2.4个和3.3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市场销售回暖。 据介绍，

一季度 ， 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178.96亿元，同比增长6.9%，增幅比1-

2月加快0.5个百分点。按消费类型分，餐

饮收入979.97亿元，增长8.8%；商品零售

额9198.99亿元，增长6.7%。 消费升级类

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文化

办公类、通讯器材类商品同比分别增长

18.7%和25.9%，增速分别快于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1.8和19.0个百分点。 3月

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7.8%，比1-2月加快1.4个百分点。

此外，一季度，广东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2%， 其中城市上涨2.2%，农

村上涨2.1%。 同时，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据了解，一季度，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0814元，同比增长8.5%。 按常住地

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266元，

增长8.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15元，增长8.7%。

一季度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万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实习生

赖新旖 通讯员 袁仕联）

粤港澳三地逾

40 名院士专家齐聚广州南沙， 吹响助

力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集结号！昨

日下午，粤港澳院士专家创新创业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

宣告成立。 据悉，新

成立的联盟将搭建粤港澳大湾区院士

专家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合作的大

平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院士专家创新

创业大赛等一系列品牌活动、项目。

联盟由 22 个单位共同发起， 中国

工程院院士、广东院士联合会会长刘人

怀，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任

咏华，澳门科技大学校长刘良分别被推

选为广东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

联盟主席。

据了解，新成立的联盟将以为高端

科技人才服务拓展延伸到为联盟成员

单位服务，为企业创新发展服务，为党

委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共同发起成立

了联盟，是我们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实际行动。”据任咏华介绍，联盟目的

在于加强粤港澳高端科技人才相互交

流、了解、支持，深化粤港澳科技创新合

作。未来，联盟将依托广东院士联合会，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 围绕支撑院士专家创新创业等，

协同粤港澳政、产、学、研、金力量，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院士专家创新创业大赛、

粤港大湾区院士专家创新创业成果展、

粤港澳大湾区院士专家创新创业基地

一系列品牌活动、项目。

粤港澳院士专家创新创业联盟

将搭建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合作平台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伟宗）

昨日， 粤港澳院士专家创新创

业联盟成立大会在广州举行。省委常委、

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致辞并向联盟主席

颁发证书。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教

授、广东院士联合会副会长陈新滋主持。

广东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郑庆顺，中

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任咏华，香

港中联办、 澳门中联办及广东省科技厅

有关负责人分别致辞。会上，广东院士联

合会与广州南沙开发区

（自贸区南沙片

区）

管委会签署合作协议。

张硕辅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对粤

港澳院士专家创新创业联盟的成立表

示祝贺，对各位院士专家长期以来关心

支持广州发展表示感谢。 他说，当前广

州正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

东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部署要求，紧紧扭住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这个“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优化人才培育引进等创新制度和政

策环境，聚集国际创新资源，推进广深

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等平台载体建设，加

强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升科技成果

转化能力， 着力建设科技创新强市，建

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希望联盟充分

利用南沙政策叠加的优势，积极发挥桥

梁和纽带作用，切实为院士专家到广州

创新创业搭好平台，广州将为院士专家

在穗工作生活提供全方位服务。 热切期

盼各位院士专家多到广州考察交流合

作，共享大湾区建设重大机遇，共创合

作发展美好明天。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讲

席教授陈晓非，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

理工大学教授吴硕贤， 中国科学院院

士、香港大学教授叶嘉安，中国工程院

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李兰娟，中国工程

院院士、深圳大学教授范滇元，中国工

程院院士、暨南大学教授刘人怀，中国

工程院院士、广州广联数字家庭产业研

究院院长孙玉，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

大学教授谢和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暨

南大学教授姚新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名誉主任郑健

超，英国皇家工程院士、香港科技大学

原副校长、教授李行伟，俄罗斯工程院

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教授刘焕

彬，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教授陈

国华及有关专家，市领导潘建国、蔡朝

林参加。

联盟成立大会之后，南沙区与粤港

澳院士专家创新创业联盟、广东院士联

合会，共同举办了南沙问计院士专家咨

询座谈会。 与会院士专家围绕南沙区在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责任与担当等话

题积极建言献策。

粤港澳院士专家创新创业联盟成立大会在穗举行

张硕辅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