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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 4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
度总统科温德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 7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回首 70 年，中印关系走过了不平
凡的发展道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建立了面向和平与
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努力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
伴关系。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深化，在重大国际地区事
务中的协调不断增强。当前，
中印关系站在新起点，迎来新机
遇。我高度重视中印关系发展，
愿同科温德总统一道努力，推
动中印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
亚洲乃至世界贡献更多正能量。
科温德在贺电中表示，过去 70 年来，印中关系取得实质

性发展，政治、经济和人文等领域联系日益加强。印中互为邻
国，同为文明古国和主要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两国共
同利益，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印方愿同中方
共同拓展和深化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印度总理莫迪也互致贺电。
李克强表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符合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也将惠及亚洲和世界。中方愿同印方一道，以两国建
交 70 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
就。莫迪表示，建交 70 年来，印中两国政治、经济、人文领域
关系稳步拓展。印中要加强协作，相互团结，共同应对世界面
临的挑战。

习近平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3 月 29 日，习近平在宁波北仑大碶高端汽配模具园区管理服务中心，同园区管理人员、中小企业负责人代表、外地返浙员
工代表等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新华社杭州 4 月 1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贯彻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做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八八战略”为统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
头，精准落实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各项举措，
奋力实现今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阳春三月，之江大地繁花似锦、草木葱茏。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习近平在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和省长袁家军陪同下，
先后来到宁波、湖州、杭州等地，深入港口、企业、农村、生态
湿地等，就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进行调研。
3 月 29 日，
习近平前往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考察。穿山港
区采取措施及早恢复生产，港口吞吐量已逐步恢复至日常水
平。在业务调度大厅，
习近平听取了港区情况和复工复产情况
汇报。在一楼大厅，
习近平同港口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对他们表
示慰问。习近平强调，
宁波舟山港率先恢复生产，
对推动我国企
业复工复产、
恢复物流体系、
恢复全球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要
未雨绸缪，关注境外疫情形势，在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
积极应对和化解各国为抗击疫情采取的各项限制性措施对
货物航运带来的影响，
促进我国出口货物出得去、
进口货物进得
来。习近平希望他们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争取优异成绩。
随后，习近平乘车来到穿山港区 2 号集装箱泊位，冒雨察
看了码头现场集装箱作业场景，了解港口作业情况。习近平
强调，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宁波舟山港在共建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硬核”力量。要坚持
一流标准，
把港口建设好、管理好，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强港，为
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离开港区，
习近平前往宁波北仑大碶高端汽配模具园区，
考察中小型民营制造业企业宁波臻至机械模具有限公司，听
取企业生产经营及复工复产情况介绍。习近平来到生产线
旁，同工人们亲切交谈，询问大家返岗途中是否都顺利、复工
后生产生活上还有哪些困难、工资发放是否正常。习近平指
出，大家克服疫情影响，
及时返岗复工，
既是为企业好、为国家
好，也是为自己好。企业正常生产就能保障国家经济正常运
行，就能给大家创造就业机会，大家有收入，家里就有了保
障。习近平强调，我国中小企业有灵气、有活力，善于迎难而
上、自强不息，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支持下，一定能够
渡过难关，
迎来更好发展。
在园区管理服务中心，习近平详细了解园区企业复工复
产情况，并同园区管理人员、中小企业负责人代表、外地返浙
员工代表等亲切交流，听取大家意见和建议。他强调，
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在我国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各类企业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党中央高度重视，
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随着疫情形势发展
变化还将及时进行完善。党中央特别考虑到了中小企业，出
台一系列措施支持和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广大中小企业
要发扬企业家精神，
顽强拼搏，攻坚克难，
努力战胜疫情挑战。
3 月 30 日，习近平前往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考
察调研。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该村
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5 年来，余村坚
定践行这一理念，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

3 月 30 日，
习近平在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调研，
同正在清理荷塘的村民亲切交流，询问春耕备耕情况。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续发展之路，美丽乡村建设在余村变成了现实。在村党群服
务中心，习近平详细了解余村发展情况，对他们发展绿色经
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做法给予肯定。
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村庄一片青翠欲滴。习近平沿着村
庄绿道察看村容村貌和农作物长势，看到村民正在清理荷塘，
习近平走到田边，
同村民交流起来，
询问春耕备耕情况。听说
总书记来了，村路两旁聚满了村民，爆发出阵阵掌声欢呼声，
热烈欢迎总书记。
春林山庄是余村关停矿山、
走绿色发展之路后创办的第一
家民宿。山庄主人热情将总书记迎进院内，
向他介绍这些年来
农家乐经营和白茶等特色农产品销售情况。小院里，
习近平同
老村支书和返乡创业村民代表拉起家常。习近平强调，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
经济发展不能以
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
力。希望乡亲们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保护好生态前提
下，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
社会
效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既要有城市现代化，也
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下更大功夫，
推动乡村经济、
乡村法治、
乡村文化、
乡村治理、
乡村生态、
乡村
党建全面强起来，
让乡亲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随后，习近平来到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了
解群众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模式运
行情况。习近平强调，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完善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党员、干部下访
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
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
“找个说法”
，
切实把矛盾解决

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安吉县的做法值得推广。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是全国首个国家湿地公园。3 月 31
日，西溪湿地烟雨朦胧，
水草丰美。习近平来到这里，沿着绿堤、
福堤，察看湿地保护利用情况。一路上，游客们纷纷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不时向大家挥手致意。途经炒制龙井茶和出售本地
特色文创产品摊位，
习近平上前观摩，鼓励他们把传统手工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好。习近平指出，
湿地贵在原生态，
原生态
是旅游的资本，发展旅游不能牺牲生态环境，
不能搞过度商业化
开发，不能搞一些影响生态环境的建筑，更不能搞私人会所，让
公园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习近平强调，水是湿地的
灵魂，自然生态之美是西溪湿地最内在、最重要的美。要坚定不
移把保护摆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保持湿地生态和水环境。要
把保护好西湖和西溪湿地作为杭州城市发展和治理的鲜明导
向，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方面创造更多经验。
习近平接着来到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观看了
“数字
治堵”
、
“数字治城”
、
“数字治疫”
等应用展示，
对杭州市运用城市
大脑提升交通、文旅、卫健等系统治理能力的创新成果表示肯
定。习近平指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抓
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
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
智慧一些，
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前景广阔。习近平希望杭州在建设城市大脑方面继续探索创
新，进一步挖掘城市发展潜力，加快建设智慧城市，为全国创造
更多可推广的经验。
（下转第 3 版）

干在实处 努力实现
“双战双赢”
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考察重要讲话在
我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讯（记者 万红 陈忠权 韩雯）习近平
浙江考察的第一站就到了宁波舟山港，作为港口
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广大干
人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港口考察调
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
研，去年 1 月也曾亲临天津港视察，对港口发展
的重要讲话是精神动力，也是前进方向，要认真学
高度重视，为中国港口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
向。
“ 疫情发生以来，天津港集团一手抓疫情防
实党中央部署，干在实处，
精准落实疫情防控和复
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积极发挥港口枢纽、保障
工复产提速扩面各项举措，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 ‘先行官’作用，今年一季度货物吞吐量同比增
序，为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战双赢” 长 4.6%，实现逆势增长。下一步，天津港集团在
贡献自己的力量。
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是‘外防输入’基
港口的正常运转对确保贸易畅通，维护全球
础上，大力实施世界一流绿色港口、智慧港口、
供应链、产业链开放安全稳定作用巨大。天津港
枢纽港口三大强港举措，着力打造雄安新区最佳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褚斌说，习近平总书记赴
出海口，助力天津做优做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

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转晴

西风 2-3 级

降水概率 20%

礼赞春天故事 谱写发展新篇
—— 天津倾力服务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功能。同时，全力打造以天津港为中心的环渤海
中转网络，优化天津港口岸营商环境，服务腹地提
速复工复产、增产增效，将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
落地 ，更 好 服 务 京 津 冀协 同 发 展 ，为 促 进我 国 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积极贡献
‘天津港力量’。”他说。
蓟州区农业农村委主任张明俊激动地表示，聆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倍感
振奋，总书记的讲话为农业农村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全面贯彻落实。认真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开展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建设，
全面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下转第 2 版）

夜间 晴间多云

西南风转西北风 2-3 级

降水概率 10%

三年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雄浑交响中，天津主动作为，
服务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高层往来、项目合作、企业携手、
人员互动，为建设“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贡献“天津力量”，奏响
“天津强音”。
●“天津智慧”绘就建设蓝图

● 特色职教 助力人才培育

● 绿色通道 打造便捷“出海口”

● 技能培训 服务百姓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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