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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23日上午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同正在天和核心舱执行任务的神舟

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

亲切通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

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他们表示

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参加活动。

神舟十二号飞船6月17日发射升空

以来， 习近平十分关心3名航天员的身

体和执行任务的情况，23日专程来到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航天员通话。

上午9时35分， 习近平等走进指挥

大厅，通过现场大屏幕观看天和核心舱

与神舟十二号飞船组合体运行情况及

航天员在轨工作情况。 屏幕上清晰显示

着天和核心舱内的实时画面， 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正分别进行机械臂在轨

训练项目操作、舱外航天服状态设置与

检查等出舱前准备工作。

9时40分，习近平起身，走到前方指

挥席。 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

员精神饱满，向习近平敬礼。

习近平：海胜同志、伯明同志、洪波

同志，你们辛苦了。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和中央军委， 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

你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聂海胜：谢谢总书记，谢谢全国人

民！

习近平：你们是进驻天和核心舱的

首批航天员，将在太空驻留3个月时间。

你们在太空的工作生活情况，时刻牵动

着全国人民的心。 你们现在身体怎么

样、生活怎么样？ 工作顺利吗？

聂海胜：感谢总书记关怀！ 我们身

体状况很好，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我是

第三次执行任务，在天和核心舱工作和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中国航天员

在太空有了长期在轨运行的家。 身处遥

远的太空，我们为伟大的党和祖国感到

骄傲和自豪。

刘伯明：报告总书记，我是第二次

执行任务。 能够参加这次任务，我深感

使命重大、无上光荣。 后续我们将执行

两次出舱活动和操作机械臂等一系列

技术验证试验， 我们一定精心操作，确

保各项试验圆满顺利。

汤洪波：报告总书记，我是第一次

进入太空，已经适应了失重环境，饮食

起居和工作都状态良好，还能与家人视

频通话，我们的太空家园很温馨、很舒

适。 我们对完成好后续任务充满信心。

习近平： 看到你们状态很好、 工

作顺利， 大家都很高兴。 建造空间站，

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将为

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开拓性贡献。

你们是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无数奋斗

者、 攀登者的代表。 希望你们密切配

合， 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祝你们在太

空工作生活顺利， 我们在北京等候各

位凯旋！

聂海胜：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指

示，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坚决完成各项

任务。 请总书记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

随后，3名航天员敬礼。 习近平向他

们挥手致意， 向现场参试人员表示慰

问。 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丁薛祥、刘鹤、许其亮、张又侠、魏

凤和，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

民参加通话活动。

习近平同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亲切通话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

向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表示诚挚问候

信息时报讯

6 月 23 日， 全省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 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回顾总结我省脱贫攻坚历程，表彰先进

个人和先进集体，动员和激励全省上下

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更好促进共同富裕，奋力推动广

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 创造新的辉煌。

省委书记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马

兴瑞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玉

妹，省政协主席王荣，省委副书记、深圳

市委书记王伟中出席会议。

李希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

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

向为脱贫攻坚作出贡献的所有同志们、

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李希指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总书

记、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东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同全国一道披荆斩棘、攻

坚克难， 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

利。 经历这场脱贫攻坚硬仗，我们解决

了省内相对贫困难题，实现现行标准下

161.5 万相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277

个相对贫困村全部出列， 脱贫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 脱贫群众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农村基层基础更

加牢固。 在这场脱贫攻坚硬仗中， 广

东坚决扛起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的政治责任，助力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新疆6省区122个贫困县摘

帽、 54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 为全国打

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广东努力、 广东贡

献。

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

分肯定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绩，深刻

总结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

深刻阐述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对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

出明确要求。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

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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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李希马兴瑞李玉妹王荣王伟中出席会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指挥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部署下一

步工作。 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温国辉出席。

张硕辅强调，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上来，认真贯彻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广东工作组及省委省政府

部署要求，坚持风险漏洞再排查、 防线

再加固，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平安

稳定， 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 一

要精耕细作防反弹。 严格规范抓好隔

离酒店管控， 强化隔离人员和工作人

员闭环管理， 完善问题反馈处置工作

机制， 精心细致做好服务保障。 动态

优化分级分类管控措施， 做好隔离期

满人员居住地环境消杀工作， 集中优

势兵力打好封闭封控重点区域歼灭战。

集中力量做好医疗救治， 守好守牢院

感防控底线。 二要严防死守防扩散。

加强与省内周边城市信息共享和协调

联动， 依据流调溯源科学划定筛查范

围和检测频次， 确保盯死看牢、 不漏

一人。 安全高效有序推进疫苗接种，

加快构建群体免疫屏障。 三要滴水不

漏防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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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召开会议

坚持风险再排查防线再加固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张硕辅讲话 温国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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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

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全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暨

平安广东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

安全稳定工作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工

作。 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

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最高标准、最严

要求、最强保障，全力以赴防风险、护稳

定、保安全，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造

良好环境。 一要全力维护政治安全，持

续开展维护政治安全专项行动，坚决守

住政治安全“南大门”。 二要全力抓好疫

情防控， 提档提级强化常态化疫情防

控，以“快、严、实、狠”硬措施抓好防反

弹、防输入、防外溢工作，尽快打赢疫情

防控这场硬仗。 三要全力抓好社会安

全， 滚动排查整治社会治安重点地区，

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依法严厉打击黄

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突出违法犯罪。

四要全力抓好安全生产，深入推进城镇

燃气、消防、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

工、 三防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集中攻

坚，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

生。 五要全力抓好信访工作，深入开展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格落实领导

包案、接访制度，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

理诉求和现实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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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部署推进安全稳定工作

全力以赴防风险护稳定保安全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良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