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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

席习近平 29 日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习近平对杜特尔特总统来访并观

看 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比赛表

示欢迎。 习近平表示，你执政 3 年来，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菲关系顺利实现转

圜、巩固、提升，不断取得扎实成果。 当

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但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不可阻挡的时

代潮流。 我愿同你一道，继续从战略高度

和长远角度把握好时和势， 引领好中菲

关系发展， 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

民，也将为地区和平稳定增添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要持续推进“一带一

路”倡议同菲方“大建特建”规划对接，

实施好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电信、

能源等领域重大合作项目。 中方愿进口

更多菲律宾优质水果和农产品，将派专

家赴菲传授农渔业技术。 在人权等问题

上，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菲方维护国家

主权、抵御外部干预的努力。

习近平指出，中菲一直就南海问题

保持有效沟通。 双方要搁置争议，排除

外来干扰，集中精力搞合作、办实事、谋

发展。 只要双方把这个问题处理妥当

了，中菲关系的气氛就好了、基础就稳

了，地区和平稳定也就有了一份重要保

障。 双方在海上油气共同开发方面步子

可以迈得更大些。“南海行为准则”是为

南海建章立制的创举，双方要致力于推

动早日达成“准则”，展示中菲共同维护

地区长治久安的坚定立场和积极姿态。

杜特尔特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 表示中国成功发展的经验

值得菲律宾学习借鉴。 他表示，我珍视

同习近平主席的亲密友谊。 中国对菲律

宾很重要，菲中关系是百年大计。 我愿

同习近平主席经常见面， 加强沟通，共

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持续强

劲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菲方希望中方

继续助力菲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感谢中方对菲人权事业、 地震灾区重

建、反恐、禁毒等方面给予的支持。 事实

证明，中国是菲律宾真诚的朋友。 在香

港问题上，菲律宾完全尊重中国的法律

以及依法维护法治的权利。

杜特尔特表示，我主张选择合作而

非对抗的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议，维护

地区友好合作、和平稳定大局，这符合

本地区各方利益。 菲方愿同中方加快推

进海上油气共同开发。 菲律宾作为现任

东盟－中国关系协调国， 致力于推动各

方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

合作文件交换仪式。 双方还宣布成立油

气合作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企业

间工作组，推动共同开发取得实质性进

展。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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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颁发“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

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 纪念章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

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据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纪念章颁发给

下述对象中符合条件的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

革命工作的、健在的老战士老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得

国家级表彰奖励及以上荣誉并健在的

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参

战荣立一等功以上奖励并健在的军队

人员

（含退役军人）

；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

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去世的，在此

次发放范围之内。

纪念章使用铜胎镀金材质，通径为

50 毫米，主要元素为五星、“70”飘带、团

锦结、如意祥云和光芒，主色调为红色

和金色。 核心部分为五星，代表国家荣

誉。“70” 飘带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奋斗历程。 团锦结环绕在五星和“70”

飘带周围， 寓意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章体外环

以如意祥云、光芒构成，象征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表达隆重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日，礼赞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的辉煌成就，以及在 70

年辉煌奋斗成就的基础上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的坚定决心。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 省委审计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精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的意见》和省学习宣传贯彻《通知》

及有关工作方案精神， 第七次全国对口

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我市贯彻

落实意见。 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按

照中央和省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部署要求，依托广州的比较优势，优化

发展空间布局，发挥作为国家中心城市

和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功能，进一

步增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要谋划打

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

战，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 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

料、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

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着力建设科

技创新强市、先进制造业强市，加快构建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围绕发挥粤港

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 深化广深全方

位相互支持和合作发展， 强化广佛极点

带动，高质量推进广清一体化，加快建设

广佛肇清云韶经济圈。

（下转

A08

版）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增强广州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研究部署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和援疆及审计等工作 张硕辅主持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

作为中国国内首条全球最大尺

寸、 最先进的 8.5 代 OLED 面板生产

线，乐金显示 OLED 面板工厂昨天下午

竣工投产。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省领导

张硕辅、陈良贤，广州市政协主席刘悦

伦出席活动。 市长温国辉、韩国驻华大

使张夏成、乐金显示集团首席执行官韩

相范致辞。

据悉，乐金显示 OLED 面板工厂由

乐金显示集团与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

集团共同投资建设，选址于广州开发区

科学城开泰大道。 项目于 2017 年 7 月

动工，总投资 460 亿元人民币，是国内

首条全球最大尺寸、 最先进的 8.5 代

OLED 面板生产线。 目前一期已经建

成， 达产后计划实现玻璃基板月产能 6

万片，至 2021 年上半年二期建成达产，

计划实现月产能 9 万片， 年产值约 200

亿元人民币。

温国辉说，乐金显示是全球领先的

面板生产企业， 自 2006 年开始在广州

开发区快速发展壮大。 广州开发区已形

成以乐金显示为龙头、20 余家上下游厂

商集聚、产值超千亿级的平板显示产业

基地。 乐金显示 OLED 面板项目的竣

工，对广州市打造全球高端新型显示全

产业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为广州发展带来重大机遇，也为

国内外广大厂商创造无限商机。 广州将

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希望乐金显示推动更多上下游协力厂

商进驻广州，共享巨大市场红利。

张夏成表示， 随着乐金显示 OLED

面板项目投产，广州将成为世界顶尖的显

示屏产业集群园区，期待韩中两国齐心协

力，在广州书写两国显示屏产业合作的新

辉煌。 韩相范表示，乐金显示将调动公司

技术力量和生产经验，倾力将广州园区建

设成为最先进的显示面板生产基地。

乐金显示集团副会长申相文、佳施

建设集团副社长许明秀、韩国驻广州总

领事洪性旭，广州市领导陈志英、周亚

伟、潘建国参加活动。

乐金显示广州OLED面板工厂投产

马兴瑞张硕辅陈良贤温国辉刘悦伦出席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研究院揭牌

张硕辅覃伟中温国辉刘悦伦出席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下午，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

新研究院在广州高新区揭牌。 广州市委

书记张硕辅、 广东省副省长覃伟中、市

长温国辉、 市政协主席刘悦伦出席活

动。 常务副市长陈志英、华南理工大学

副校长朱敏致辞，研究院院长王

茤

祥介

绍情况。

据悉，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研究

院由广东省科技厅、广州市政府、广州

高新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5所高校、北

京协同创新研究院等共同创建，旨在更

好服务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研究院将围绕先进制造、 光电子技术、

新能源、生物医药、环境保护等重点领

域，整合高端创新资源，建设国际一流

的前沿创新策源中心、交叉创新融合中

心、新兴产业培育中心、创新人才培养

中心。

（下转

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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