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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2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

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致辞。

习近平指出，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

园。 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

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守护好这颗蓝

色星球。

习近平提出3点主张。

第一，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 二

十国集团要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导下，推动

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

施。 中方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力度，力争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达到

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将坚

定不移加以落实。

第二，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 中

方支持后疫情时代能源低碳转型，实现

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目标。 中国建成了

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系统，将推动能源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 加快新能源、

绿色环保等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

第三，构筑尊重自然的生态系统。中

方支持二十国集团在减少土地退化、保护

珊瑚礁、 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等领域深化

合作，打造更牢固的全球生态安全屏障。

中方诚挚欢迎各方出席明年5月在昆明

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期待大会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采取行动。让我

们携起手来，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记者

昨日从中共化州市委宣传部的调研报

告《广东茂名化州市湖艳村在乡村振兴

之路上的“八个好”》

（以下简称《报告》）

中获悉，湖艳村奏响“美丽乡村振兴”大

乐章：乡村社会充满活力、村民生活更

加舒适、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走出

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湖艳村位于茂名化州市南盛街道

东南部，隶属南盛的平垌村委会，共185

户1086人。 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6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万元。

《报告》指出，湖艳村的美丽乡村建

设发展之路共有“八个好”： 党建引领

好、产业发展好、房屋管控好、生态修复

好、村容村貌好、村民自治好、乡风文明

好、村民生活好。

党建引领好———湖艳村牢牢抓住

党建引领这个根本，以“两服务”

（服务

生产经营、服务村民生活）

为主旨，走出

一条村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化、可持续

发展的富民强村之路。 湖艳村的发展很

大程度上缘于“外出经商党小组”7名党

员

（近年发展到

16

名）

的带动，党员带头

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民的“三变”改革。

产业发展好———湖艳村创新发展

模式， 推动农村土地适度规模集约经

营，全力发展优质高效特色产业。 湖艳

村盘整1500亩集体土地，既有出租

（

800

亩 ）

又有自用，保障了集体收入的多元

化和持续性，有效促进村民增收。 此外

依据自身优势和山村特点，发展四大特

色产业：绿色园林经济产业

（包括绿萝

种植）

、岭南特色水果种植产业、特色水

产养殖和休闲垂钓产业、服装品牌连锁

销售产业。

村民生活好———湖艳村始终注重

把集体经济发展与村民幸福生活结合

起来， 走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

列。 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5个方面：种植

（

23%

）

、养殖

（

17%

）

、经商

（

40%

）

、务工

（

15%

）

、股份分红

（

5%

）

。 其中，村民通过

股份分红，每户年终能够分红约4000元

左右。 村集体注重美化人居环境，村文

化广场、阅览室、托老和托幼中心、网络

监控、排污管网等一应俱全，人民生活

殷实，日子越过越红火。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

“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致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日下午，2020广州文化产业交

易会在越秀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广州市

市长温国辉、广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刘红兵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世界城市

文化论坛主任保罗·欧文斯、 中国工程

院院士钟南山视频致辞。

温国辉在致辞时表示，本届广州文

化产业交易会突出产业交易和项目对

接，促进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体育、

商贸等深度融合， 将为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广州市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培育提升文化中心功能，增强

文化产业竞争力。 诚邀各位嘉宾品悟千

年羊城、品读文化名城、品味活力花城，

共享新机遇、共培新动能、共建新高地。

刘红兵在致辞时表示，希望广州加

强统筹谋划，抢抓发展机遇，不断提升

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的层次和规模。 保

罗·欧文斯、钟南山在视频致辞中，祝愿

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越办越好，祝愿广

州文化产业发展蒸蒸日上。

开幕式上，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君如、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讲席教授郑永年、中国影协副主

席于冬，分别围绕“共建人文湾区”“文

化创新与广州的未来”“让光影照亮梦

想”作主旨演讲。 随后，发布了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相关情况，为屈

汀南等6位文化大师工作室颁牌， 并播

放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介绍

视频和祝福VCR。 开幕式后，与会嘉宾

参观了广州文旅新业态成果展示。

本届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于11月

22日至25日，采用“线上+线下”方式举

办，主题为“文旅融合、业态创新、湾区

共建”， 聚焦文旅新经济， 涵盖产业峰

会、影视演艺、艺术交易、动漫游戏、文

化创意、文化装备、综合交易、文旅论坛

等10个板块活动。

广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徐

咏虹，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长沙市、铜

仁市相关领导出席活动。

2020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开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文明）

为生动宣传全国道德模范感人事

迹和崇高品德，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央文明办、中国文联、中国曲

协今年组织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故事

汇基层巡演活动。

11月23日， 第三轮示范巡演走进

广州， 刘兰芳、 闫淑平、 种玉杰、 张

旭东等知名艺术家将奉上一连两场精

彩表演， 以曲艺的形式抒发对道德模

范的真情礼赞、 诠释道德模范丰富的

精神内涵。

记者获悉，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

层巡演由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联主办，

中国曲协承办。8月25日晚，第七届全国

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启动仪式暨

首场演出在北京民族剧院拉开帷幕。首

场演出后，巡演团队按照统一部署组织

示范演出和小分队演出， 深入城乡基

层，走到群众身边，讲述模范故事，弘扬

模范精神， 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经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批准，第七

届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动

于11月22日至25日赴广东省开展第三

轮示范巡演三场， 分别是广州两场

（

23

日下午 、晚上各一场 ）

、深圳一场

（

24

日

晚上一场）

。

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今日走进广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小村庄”奏响“大乐章” 茂名湖艳村疾走乡村振兴之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日前，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

彻落实意见。 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 深刻阐明了考古工作的重大意义，

为我们做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提供

了根本遵循。 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提升考古和历

史文化保护工作水平，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力建设

文化强市，打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城

市范例，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

彩。 要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

护，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加强文物资源普

查，健全文物管理保护和历史文化遗产

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活化利用好骑

楼等历史建筑和北京路、上下九、沙面

等历史文化街区。 加大考古成果和岭南

文化、红色文化传播力度，以红色文化

传承弘扬示范区、岭南文化中心区建设

为抓手，深入挖掘、整理、阐释考古成

果、出土文物，保护修缮好中共三大、团

一大、 黄埔军校等红色文化旧址和南越

国宫署、增城莲花书院等历史文化遗址，

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提升展陈品质， 更好

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不断丰富全社会历

史文化滋养。 要加大考古能力建设和学

科建设， 充分发挥广州高校资源丰富优

势，深入开展考古理论研究，完善考古学

科体系，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各级党

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工作，

文化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科学编

制文化保护“十四五”规划，关心爱护考

古工作者，为考古事业、文物保护、历史

研究提供支持、创造条件，推动我市考

古和历史文化保护工作走在前列。

广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提升考古和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水平

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