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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日下午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

京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

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

习近平通过视频和正在索契的普

京互致问候。

习近平对管道投产通气表示热烈

祝贺， 向两国广大建设者致以衷心感

谢。 习近平指出，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中

俄能源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双方深

度融通、合作共赢的典范。 2014年，我同

普京总统见证了双方签署项目合作文

件。 5年多来，两国参建单位密切协作，

广大工程建设者爬冰卧雪、 战天斗地，

高水平、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向世界

展现了大国工匠的精湛技艺，展示了中

俄合作的丰硕成果。 投产通气既是重要

阶段性成果，更是新的合作起点。 双方

要打造平安管道、绿色管道、发展管道、

友谊管道，全力保证管道建设和投运安

全可靠，促进管道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

年， 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一致决定

继续将发展中俄关系作为各自外交优先

方向， 坚定不移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和各

领域合作。 当前，中俄两国都处于国家发

展的关键时期，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 希

望双方再接再厉， 打造更多像东线天然

气管道这样的拳头项目， 为两国各自发

展加油助力，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普京表示，在俄中两国隆重庆祝建

交70周年之际，俄中东线天然气管道投

产通气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将使两国战

略协作达到新的高度。 2014年我和习近

平主席共同见证该项目合作文件签署

以来， 双方团队在极端天气下辛勤工

作，如期完成了建设，未来30年里俄方

将向中方供应1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这

将有助于落实我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

在 2024年将俄中双边贸易额提升至

2000亿美元的共识。 俄方愿与中方共同

努力，确保这一标志性战略合作项目顺

利实施。

中俄代表分别在黑河、阿塔曼斯卡

亚和恰扬金3个管道沿线站发言， 向两

国元首汇报： 俄方已准备好向中方供

气、中方已准备好接气。

普京下达指令“供气！ ”

习近平下达指令“接气！ ”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述

活动。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俄罗斯

东西伯利亚，由布拉戈维申斯克进入我

国黑龙江省黑河。 俄罗斯境内管道全长

约3000公里，我国境内段新建管道3371

公里，利用已建管道1740公里。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

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

专题会议， 部署推进全市安全生产工

作。 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并讲话。 市委

副书记、市长温国辉作工作部署。 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志英通报全市近期

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张硕辅指出，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总

体向好，但要清醒看到，当前安全生产

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广州大道北

与禺东西路交界处地面塌陷事故再次

给我们敲响警钟。 他强调，要提高政治

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牢固

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始终

高度警醒、警钟长鸣，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把安全生产工作落

实落细落具体，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

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城市

运行安全和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当务之

急要抓紧做好广州大道北与禺东西路

交界处地面塌陷事故救援工作，把救援

失联人员放在第一位，争分抢秒、千方

百计做好救援工作。 要认真吸取教训，

迅速全面开展以各类施工和交通为重

点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突出建筑施

工、交通运输、消防、旅游、危化品、商贸

制造、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领域，举一

反三开展地毯式、拉网式安全生产隐患

大排查、大检查、大整治，严格落实执法

措施，做到排查整改、执法查处、督查督

办贯穿专项整治全过程，坚决堵塞安全

生产漏洞。 要杜绝侥幸心理、麻痹思想，

全力以赴打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攻坚

战，强化应急值守和救援准备，抓好地

铁、桥梁、大型商业综合体等特殊敏感

场所和电动汽车、无人机、快递等新业

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严把大型活动、

群众性节庆聚集活动安全稳定关。 要深

入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公共安全隐患排

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强化应急救援

队伍战斗力建设和安全科技信息化支

撑，不断提高监测预警能力、监管执法

能力、辅助指挥决策能力、救援实战能

力、社会动员能力和舆情引导能力。 各

级各部门要坚持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

安全”的责任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维护安全稳

定大局。

温国辉强调，要切实吸取广州大道

北与禺东西路交界处地面塌陷事故教

训，加强危大工程特别是地铁项目施工

的安全管控，严防出现群死群伤安全事

故。 要深入开展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

筑施工、消防、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

大型群众性活动、旅游及大型商业综合

体、交通枢纽等重点行业或重点场所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基

本盘基本面。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迎难

而上、勇于担当，各就各位、坚守岗位、

履职到位，落实防范措施，做好接下来

元旦、春运、迎春花市、春节假期等“重

头戏”的安全生产工作，严守公共安全

底线和红线。

市领导徐咏虹、潘建国、卢一先、杨

江华、黎明、林道平，市有关部门、部分

市管企业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 会议以

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区。

广州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

全力以赴打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攻坚战

张硕辅讲话 温国辉作工作部署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徐毅儿）

为期4

天的第24届秋季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

（下称“艺博会”）

昨日下午圆满落幕。 主

办方统计显示，本届艺博会共计吸引约

28万人次到场参观，现场总成交额达7.8

亿元。 据介绍，下届展会的展位已被抢

订三分之一， 为艺术市场回温注入了

“强心剂”。

展会最后两天 展商斩获佳绩

作为广州文交会板块中重要的文

化项目，广州艺博会被誉为中国艺术市

场的“风向标”， 至今已经成功举办24

届。 本届艺博会以“多元艺术，彩绘生

活”为主题，汇集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约350家艺术机构前来参展。

俄罗斯主题馆、 吴冠中百年诞辰艺术

展、时尚非遗等多个主题展区及十二大

主题单元，共同展现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新活力与潜力空间。

昨日下午，距离闭馆仅剩3小时，记

者在馆外依然看到不少市民前来“打

卡”。 市民潘女士一家在观展后称，“特

别喜欢通道上的许鸿飞肥女雕塑，让人

感觉很开心。 我们特意选在展览最后一

天前来‘扫货’装点家居。 ”

据了解， 展会最后两天，“艺术消费

力”爆发，不少参展商斩获销售好成绩：

俄罗斯主题馆内16幅俄罗斯艺术家作品

以100多万元的高价被藏家收入怀中；第

二次参展的艺术家王凡飞的两幅大画分

别以50万元、60万元的高价被藏家预订，

另有数十张作品现场售出， 本届总成交

额超过200万元；来自法国的艺术家Lan－

dreau首次参展，不仅售出两幅作品，还实

现与儿女同游广州的多年愿望。

艺术互动频繁 美育氛围浓厚

“艺术互动” 是本届艺博会一大看

点，记者现场看到，“广州好”公共艺术

大型装置以木棉花点缀，86米长的彩练

排布飘逸灵动，让观众随意涂鸦的签名

墙上填满了五颜六色的图案，格外引人

注目。 近100平方米的多维创作空间不

仅激发了观众们的创作热情，也让观众

们见证了“广州好”的发展。

“‘让艺术沐浴市民’是主办方策办

‘广州好’ 公共艺术主题展的主要目的

之一，这件作品在艺博会结束后，还会

在其他公共空间衍生，让‘广州好’持续

深入人心，继续谱写羊城故事。 ”广州艺

博会艺术总监彭文斌表示。

除了“广州好”故事主题展备受观

众喜爱外，致力于美育普及的艺术机构

树华美术和

囧

艺国际美育的展区在周

末同样人气爆满。

囧

艺国际美育负责人

介绍，“

囧

艺让3至18岁不同年龄阶段的

开放性思维作品在展会中进行专业交

流展示，除了让思维型绘画理念得到推

广，也让家长们感受到新型非传统艺术

教育对孩子的影响，这是借助广州艺博

会这一平台希望达到的效果。 ”

青年板块发力 多元跨界精彩

“艺术青年” 作为广州艺博会重点

打造的“造星运动”，在本届展会中持续

发力。 记者留意到，不少青年艺术家的

作品十分吸睛，比如一名来自美国的华

人艺术家，为传递和倡导废物利用的环

保生活理念，创作的雕塑全是用废弃的

钢铁做成，一件作品从回收材料到最后

完成制作，通常都要半年以上，作品呈

现出来的效果非常震撼。

此外，展会现场，“一带一路国际大

咖秀颁奖盛典”、“艺起生活，收藏未来”

2019收藏鉴赏高峰论坛 、“与艺同

行———VIP专家导览” 等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配套活动给现场观众带来了视、

听、感的全方位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故

宫博物院研究员潘深亮、上海文史馆馆

员单国霖、广东省文史馆信息化研究院

副院长黎展华、著名艺术评论家彭文斌

等专家不仅出席高峰论坛，还在现场进

行专业VIP导览， 针对馆内展品进行详

细深入的艺术知识讲解，与大众来了一

场亲密的“美学漫步”。

彭文斌介绍，本届艺博会还在最大

程度上完成了艺术结合文旅、艺术全域

垮界的成功蝶变， 为全国100多个城市

带来了文旅产业的推动与发展，“跨界

融合取决于互补性及共通性，本届广州

艺博会系列配套活动的跨界融合，为文

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前进方向。 ”

广州艺博会四天总成交7.8亿元

吸引约28万人次到场观展，下届展位已被抢订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