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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在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吉尔吉斯斯坦 《言论报》、 “卡巴

尔” 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 《愿中吉友

谊之树枝繁叶茂、 四季常青》 的署名

文章。 文章如下：

愿中吉友谊之树枝繁叶

茂、四季常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六月的天山繁花似锦， 绿草如茵。

在这个美好季节，应热恩别科夫总统邀

请，我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第二次

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6年前，我首

次访问美丽的吉尔吉斯斯坦，同吉方共

叙友谊、共商合作、共话未来，开启中吉

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6年后，我欣喜地

看到，两国关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 中吉友好合作事业正如仲夏时节

的山川草原，充满生机和活力。

中吉两国人民比邻而居，传统友好

源远流长。 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

远行西域，古丝绸之路逶迤穿过碎叶古

城。 数百年后，黠戛斯人跋涉千里远赴

唐都长安，返程不仅带回了精美的丝绸

和瓷器，也收获了亲切友爱的兄弟般情

谊。 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绚丽诗篇

在两国家喻户晓、广为传诵。 2000多年

的历史积淀，铸就了两国人民牢不可破

的深情厚谊。

建交以来，中吉关系经受住了国际

风云变幻考验，两国风雨同舟、守望相

助，是名副其实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

伴、好兄弟，在国际社会树立了相互尊

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关

系典范。

———中吉政治互信日益牢固。 建交

后不久，双方就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

边界问题，中吉1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

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纽带。 当前，中吉

关系不存在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坚

定支持。 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人

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坚

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为维护国家

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各项政

策措施。 吉方也在台湾、涉疆、打击“三

股势力”等问题上一贯给予中方坚定支

持和有力配合。

———中吉务实合作不断深入。 吉尔

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在经贸、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等领域取得了

一批重要合作成果。 中国已成为吉尔吉

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投资来源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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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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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

青岛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

信。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

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进全球卫生事业，

是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博鳌亚洲论坛一直致力于促

进亚洲以及世界的共同发展和人民福

祉，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在这方面的又一

重要努力。希望大会能够有效凝聚各方

力量和共识，交流互鉴，推动全球健康

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卫生健康领

域国际合作，为全人类健康福祉作出贡

献。

习近平致信祝贺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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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召

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编委第一次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全省编办主任会

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市领导

干部廉政档案分析情况汇报，审议2018年

度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考核结果；

传达学习中央《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审议《广州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

2018-2035

）

》

（送审

稿）

； 听取我市国家档案馆业务建设评价

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

的主旨演讲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强化

文化自觉，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总体外

交，密切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交流，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广州贡献。

继续深化巩固广交会、文交会、广州亚

洲美食节等活动成果，提高展会服务质

量，扩大游客消费需求。 紧紧扭住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这个“纲”， 继续扩大开

放，用足用好国际会议活动、国际友城、

领事馆、海丝申遗城市联盟、世界大都

市协会等平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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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硕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编制廉政规划档案馆业务建设等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书记、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张硕辅主持召

开领导小组第 13 次会议， 传达学习中

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回头看”反馈意见

和全省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

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市政

协主席刘悦伦出席。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指

示精神，自觉把抓好中央督导组反馈意

见整改落实作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

治要求和具体行动，作为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强

化斗争精神，勇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

担当，坚决做好督导整改落实后半篇文

章。 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

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持续保持对黑恶

势力的强大攻势，打早打小、打深打透。

深入推进“三大攻坚”行动，坚决铲除黑

恶势力滋生土壤，为治水、治气、治违和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按照

“六个率先”的要求，全力推动重点培育

地市工作，加大力度，强化措施，确保实

现目标要求， 积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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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硕辅主持召开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

加大力度强化措施 推动专项斗争取得新突破

陈建华刘悦伦出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伟宗）

按照广州市委“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安排，昨日，市委

书记张硕辅到越秀区就落实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开展调研。

在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张硕辅察

看街区物业改造、 业态升级等工作成

果， 听取中共三大广场改造等情况汇

报，要求坚持统一规划管理，配套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服务提升，加大政

策创新力度， 盘活用好历史风貌建筑，

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发展文化旅游新业

态， 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

在国家商标品牌创新创业

（广州）

基地，

了解基地服务企业情况，强调商标权是

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优化商标

注册服务，拓展商标权交易，注重对商

标与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的综合服务

和保护运用，吸引集聚创新创业资源要

素，服务大湾区建设。 在花果山超高清

视频产业特色小镇，要求有关单位加强

协调对接，形成合力，加快推进交通路

网和配套设施建设， 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全力打造国家级超高清视频产业示

范基地。

在调研中，张硕辅强调，推进越秀

区产业升级对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具有重要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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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硕辅到越秀区就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开展调研

彰显文化魅力 推进高质量发展

信息时报讯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城华）

昨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与恒大

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南沙系列重

大投资合作协议签署活动在广州举行，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广州市

委书记张硕辅，副省长张虎，广州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志英，市委常委、南

沙区委书记蔡朝林等省市领导；恒大集

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恒大集团董事局

副主席兼总裁夏海钧，恒大国能新能源

汽车集团总裁肖恩等出席活动。

根据协议，广州与恒大集团建立全

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

恒大将在广州市大力布局新能源汽车

产业；广州市政府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

改革，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全力支持恒

大在广州的发展。

具体合作上，恒大投资1600亿在广州

南沙区建设新能 源汽车三大基地等项

目，其中新能源汽车整车研发生产基地将

建成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未来年产100万

辆整车的生产基地。新能源电池研发生产

基地将建成50GWH生产规模的动力电

池超级工厂。电机研发生产基地将建成可

配套100万辆整车的电机和电控系统生产

基地。 广州作为我国三大汽车生产基地

之一，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强大的产业

基础和集群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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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政府与恒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恒大新能源汽车产业三大基地落户南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