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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

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3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

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出席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

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

满着斗争的艰辛。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行改革开放、推

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

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

中壮大的。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

荼进行，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

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

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 胜利实现我们党

确定的目标任务， 必须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习近平强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

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

惊涛骇浪。 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

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必须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定斗争意志，当严峻形势和

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

出击，敢战能胜。

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

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不动摇。 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

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

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

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

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

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

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

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我们的头

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牢牢

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斗

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

飞渡仍从容”。

习近平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的斗

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

去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

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

显露的时期， 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

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

越复杂。 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

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

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

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

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

要斗争。

习近平强调， 斗争是一门艺术，要

善于斗争。 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

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

统一、 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

一、 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

领导干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习近平指出， 要注重策略方法，讲

求斗争艺术。 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

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

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

题上寸步不让， 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

动。 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

时调整斗争策略。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

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

中争取共赢。

习近平强调，斗争精神、斗争本领，

不是与生俱来的。 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

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

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

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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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3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

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

徐露颖介绍了对香港当前局势的看法

并答记者问。 杨光表示，香港局势正出

现积极变化但依然复杂严峻，现在已经

到了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维护香

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关头。

杨光在发布会上指出，目前香港局

势正出现一些积极变化。 其中最为重要

的，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已成为香

港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共识、最强烈的呼

吁。 香港各阶层、各界别的代表人士和

众多社团、协会纷纷以发表声明、刊登

广告、发表谈话等方式，共同谴责暴力

违法行径，支持警方严正执法。

他说，8月17日近50万民众冒着暴

雨参加“反暴力、救香港”集会，场面感

人。 特区政府和警队坚决依法打击违法

犯罪活动， 截至9月2日已拘捕1117人，

包括涉嫌参与犯罪的3名立法会议员。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有关部

门积极与社会各界展开对话交流，深入

了解市民诉求和期望，及时推出纾解市

民和企业困难的举措。

杨光指出， 香港局势依然复杂严

峻。 暴力、违法活动仍没有得到完全遏

制，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少数暴徒变

本加厉，用丧失理智的疯狂行为制造了

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恶。 种种事实表

明，少数暴徒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正

常游行集会的范畴，他们的行为在任何

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法律制度下都已

构成暴力犯罪， 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暴

徒。

杨光说，越来越多香港市民已看得

很清楚，围绕修改《逃犯条例》出现的事

态已完全变质。 少数暴徒用他们的违法

犯罪行为向世人表明， 他们的目的、他

们的矛头所向，已与修例无关。 他们心

甘情愿充当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势

力的马前卒， 不惜做出暴力违法的恶

行，目的就是要搞乱香港、瘫痪特区政

府，进而夺取特区的管治权，从而把香

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

治、对抗中央之实，最终使“一国两制”

名存实亡。

杨光指出，所有真正关心香港、爱护

香港的人都应擦亮眼睛、坚定立场，清楚

认识到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关乎香

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 没有中间地带，容

不得犹豫、徘徊和摇摆。真爱香港，就坚决

维护“一国两制”。 真爱香港，就要用实际

行动向一切损害香港繁荣稳定、挑战“一

国两制”的行为坚决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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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办：

已到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香港繁荣稳定重要关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上午，广州市市长温国辉主持

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增强广州

港国际航运综合服务功能的工作方案》

《广州市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

方案

（

2019-2021

年）

》《广州市全面攻坚排

水单元达标工作方案》， 研究部署安全生

产工作。

会议听取广州港集团生产经营情况

的汇报，审议并原则通过市港务局提交的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增强广州

港国际航运综合服务功能的工作方案》。

《方案》从强化发展保障、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集装箱业

务、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多式联运体系、

发展优势货类和重点产业等10方面，提

出29条措施，并明确了工作分工。 会议

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海洋强国、航运强国的重要论述，高标

准建设、管理、发展广州港，更好地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国

际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市水务局提交

的《广州市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

动方案

（

2019-2021

年）

》《广州市全面攻坚

排水单元达标工作方案》。《行动方案》提

出强化排水户源头管控、提升公共排水设

施精细化管理水平、推进污水收集处理设

施建设改造等3方面16项措施， 进一步提

升污水处理能力。《工作方案》提出，大力

推进排水单元内部雨污分流整改，完善排

水单元配套公共排水管网，并加强监管协

调，做好达标验收。会议要求，在实施两项

方案的同时，要认真梳理提出近期重点推

进的项目，做好资金保障，大力推进建设，

抓落实、见成效。

会议听取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广州市

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

下阶段工作，强调要深入排查重点行业领

域风险，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全面打好“防

风险、保安全、迎大庆”专项行动攻坚战，

确保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温国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提升广州港国际航运枢纽功能 推动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下午，广州市市长温国辉会

见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常务执行董事西

浦完司，并见证市政府与三菱商事株式

会社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温国辉说，广州与日本企业有着良

好的合作，众多日本企业在广州投资兴

业，取得很好的发展。 三菱商事株式会

社是全球领先的综合商社，希望该会社

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扩大在

广州投资，以双方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

议为契机，共同谋划在新领域开展更多

合作。 广州将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优化

营商环境，为包括三菱商事在内的各国

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

西浦完司表示， 三菱商事株式会

社在中国有众多投资项目， 与广州在

贸易、 制造业等领域有良好合作。 期

待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 与广

州开展更多领域、 更深层次的交流合

作。

根据昨日签署的全面合作框架协

议，广州市政府与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将

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开展互访、项目商

谈等活动，支持、引荐企业开展项目对

接、交流合作。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执行董事平井

康光等参加会见。

温国辉会见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常务执行董事

广州市政府与该会社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