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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代表党

中央祝全国老年人健康长寿、 生活幸

福。

习近平指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 贯彻

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把积极老龄观、 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加大制度创新、

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老

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养老服务体系、健

康支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

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

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

作用，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

享幸福晚年。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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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

席习近平 10 月 13 日同德国总理默克

尔举行视频会晤。 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

回顾近年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并就相关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

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 习

近平指出，“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

相知，贵在知心”。 这句话，既是对我们

多年深入交往的很好诠释，也是过去 16

年来中德关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重

要经验。 中国人重情重义，我们不会忘

记老朋友， 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希望你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系

发展。

习近平强调， 我们多次就双边关

系、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治国理政经

验等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了双边关系向

前发展， 推动了中德合作应对全球挑

战。 中德本着互利合作精神，发挥两国

经济互补性，实现了共赢。 中国和德国

自身发展得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更

大。 这证明，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

零和博弈，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中德关

系应该牢牢把握的主基调。 明年是中德

建交 50 周年。 双方关系发展何去何从，

保持正确方向至关重要。 中方始终从战

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德关系，愿同

德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人

民友谊，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积极

开拓能源转型、绿色和数字经济等务实

合作新领域，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

欧双方的共同心愿。 中欧都主张维护多

边主义，都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都认为中欧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分

歧。 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推进

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日

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和不断上升的不

稳定性不确定性，中欧作为全球两大重

要力量，有责任加强合作，团结应对。 双

方应该从更广阔维度看待中欧关系，客

观全面地相互认知，理性平和、建设性

地处理差异分歧。 希望欧方坚持独立自

主，真正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

团结，同中方和其他各国一道，共同致

力于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世纪难题。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年来的

每次交往都记忆犹新。 我们就共同关心

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流， 增进了相互理

解，促进了德中关系和欧中合作的良好

发展。 我任德国总理期间，中国实现了

快速发展，国力今非昔比，并且展现出

巨大潜力。 我一贯主张，欧盟应独立自

主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双方可以就彼

此存在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

流，相信欧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复杂因

素继续发展。 德方赞赏中方为应对气候

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作努力，愿同

中方共同办好庆祝德中建交 50 周年活

动，继续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

对全球性挑战。 我将继续为促进德中、

欧中理解与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日前，广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

议暨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陕

西榆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关于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通知》和省委常

委会会议精神， 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

见。 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张硕辅主

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

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弘扬塞

罕坝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更好

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四

五”良好开局。 一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

这根弦。 全面强化集中隔离场所管理，

扎实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

作，抓好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环

节、重要时点防控，坚决守住来之不易

的防控成果。 二要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着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全力

打造广州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深入实施

“链长制”，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 着力完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制度

机制，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品质，建设

更高水平的美丽广州。 着力建设广州红

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和岭南文化中

心区，全力打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城市

范例。 着力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

服务水平，纵深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增

进民生福祉。 三要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 强化广州红色资源铸魂育

人作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

因、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始终

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认真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

升为群众办实事的质量水平，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基层困难事、 群众烦心事，切

实在办实事、开新局上取得明显成效。

广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陕西榆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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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去极端化与人权保障”国际研讨

会 13 日在广州举行。 围绕“‘后真相’时

代的反恐国际合作与权利保障” 的主

题，与会专家人士呼吁摒弃偏见，加强

反恐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

20 年前，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

生。 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在发言中表

示，20 年来， 恐怖主义构成的全球性挑

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反恐已成为国

际社会普遍共识，全球反恐事业取得重

要进展。 但必须看到，当前国际反恐形

势依然复杂，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仍在

全球多个地区肆虐， 虽然未再发生像

“9·11”这样规模的恐怖袭击，但恐怖案

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全球反恐事业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

穆沙希德·侯赛因认为， 人权问题已被

政治化，人权现在成了某些国家的政治

武器， 用来对不符合其利益的国家施

压。 西方国家就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

对中国进行攻击， 也是出于政治原因，

是西方国家奉行双重标准的体现。

研讨会上， 多位中外反恐与人权

领域专家学者认为， 一些国家基于意

识形态偏见和短期利益考量， 搞选择

性反恐， 同时与媒体形成合谋， 对人

权等问题进行选择性报道、 虚假报道

等， 致使国际社会至今尚未形成反恐、

去极端化的强大合力。

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国际法教

授威廉·沙巴斯从法律层面分析了西方

涉疆报告中有关新疆“种族灭绝” 的

指控， 认为其证据是脆弱的或含糊的，

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不当指控。

中国、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等多国专家学者分享了反恐、

去极端化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实践与经

验， 讨论更好彰显媒体责任、 切实保

障人权、 加强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

新疆是中国反恐、 去极端化斗争

的主战场。 新疆师范大学民族与社会

高等研究院院长梁玉春说， 中国式反

恐、 去极端化和人权保障构建起思想

祛魅、 情感关怀、 改善民生、 打击暴

恐“四位一体” 格局， 既有与国际社

会通行做法一致之处， 又有中国特色。

这有效遏制了恐怖案事件多发频发势

头， 最大限度保障了各族群众的生存

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

蒋建国表示， 在反恐问题上必须

摒弃“双重标准”， 绝不能将其“政治

化” “工具化”， 甚至借反恐之名干涉

他国内政， 侵犯他国主权。 国际社会

应秉承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

多边协商， 共同推进全球反恐事业发

展。

“我们不能仅通过暴力来打败恐怖

主义， 应当寻找恐怖主义的根源， 努

力纠正导致一些人实施恐怖行动的社

会不公正和不平衡现象。” 联合国前高

级人权专家阿尔弗雷德·德·扎亚斯说，

打击恐怖主义的方法之一就是实现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包括在全世界范

围内消除贫困。

摩洛哥穆罕默迪亚乌里玛联合会

秘书长艾哈迈德·阿巴迪认为， 应对极

端主义与恐怖主义需要开展多种形式

的合作， 尤其是面对数字信息时代的

新挑战， 我们需要在负责提高数字信

息意识、 进行数字信息观察与跟踪的

情报机构之间， 打造共同思考和协作

的系统和空间， 实现协同合作。

此次国际研讨会由中国人权研究

会、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共同

主办， 暨南大学承办。 来自中国、 英

国、 美国、 瑞典、 意大利、 巴基斯坦、

塞尔维亚、 伊朗、 以色列、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等近 30 个国家

的官员、 专家学者以及非政府组织代

表等， 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参

与研讨会。

“反恐、去极端化与人权保障”国际研讨会召开 呼吁合作反恐摒弃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