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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 日晚在北
京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和欧盟相互支
持、相互帮助。中方愿同欧方携手努力，推动
“后疫情时代”
中
欧关系更加稳健成熟，迈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国既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度，又是充
满活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和平不要霸权。我们一切政策
和工作的出发点就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将沿着
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是机遇不是威胁。中国

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将为欧洲提供新一轮合作机遇和
发展空间。中国是伙伴不是对手。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
合作
远大于竞争，
共识远大于分歧。双方要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和而
不同，
不断增进彼此理解和信任，
在合作中扩大共同利益，
在发展
中破解难题，
打造更具世界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强调，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正在深刻变化，
面临更多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我曾提出，
要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
新局。这一点也适用于中欧关系。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
两大
市场、
两大文明，
主张什么、
反对什么、
合作什么，
具有世界意义。
（下转第 4 版）

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召开

习 近平 向会议致 贺信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
特别会议 22 日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值此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
议开幕之际，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会议
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阿拉伯国家政党领导
人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中阿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中阿两大民
族在古丝绸之路上出入相友，
在共建
“一带一路”
中携手相伴，
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梦想。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中阿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谱写了共建中阿命
运共同体的新篇章。患难见真情。经过携手抗疫的洗礼，中
阿战略伙伴关系基础更加牢固，人民友谊更加深厚，合作前景
更加光明。

习近平强调，此次疫情再次表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全力以赴救治生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抗
疫合作，始终力所能及支持和帮助国际社会抗疫斗争。中
方愿同包括广大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
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表示，中阿政党对话会是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国
家政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面对疫情带来的新形势新挑
战，中国共产党愿同阿拉伯各国政党一道，发挥好中阿政党对
话会的平台作用，
继续加强战略沟通，深化疫情防控常态化形
势下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为构建新时代
中阿命运共同体、实现中阿两大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由中共中央对外
联络部主办。会议为期 3 天，主题为“携手共建新时代中阿命
运共同体”。毛里塔尼亚总统加祖瓦尼，巴勒斯坦法塔赫主
席、总统阿巴斯，叙利亚复兴党总书记、总统巴沙尔，摩洛哥公
正与发展党总书记、首相奥斯曼尼等 6 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
向会议致辞，阿拉伯国家 60 余位主要政党领导人参加。阿方
领导人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阿中战略伙伴关系的
积极评价；
高度赞赏中国党和政府在抗疫斗争中始终坚持
“人
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并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
和推动国际抗疫合作；感谢中方一贯支持阿拉伯国家捍卫主
权和独立，认为香港、新疆等事务是中国内政，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中国内政；
愿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加强战略沟通和理念互
鉴，携手共建新时代阿中命运共同体。

《经济日报》昨日头版头条报
道我市“以会兴业”加快谋划“大
智能”战略布局 ——

天津发力人工智能产业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武自然 商瑞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量，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前不久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快传统基础设施和 5G、
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培育新兴产业集群。
近年来，
天津市紧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
“以会兴业”
，
通过举行三届世界智能大会，
加快谋划
“大智能”
战略布局，推
动一大批项目落地，
发力人工智能新蓝海。
（下转第 4 版）

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

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
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会展赛+智能体验”各环节准备就绪

世界智能大会今天
“云”
开幕

李鸿忠讲话 张国清主持 段春华阴和俊出席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22 日上午，中共
好人大工作的时代感、责任感。今年是市人大设
大工作水平。要立好法、立良法、立务实管用之法，
天津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在天津礼堂召开，
以习近平
立常委会40周年，
全市各级人大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围绕当前重大改革任务，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坚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 “开门立法”
，提高立法质量。坚持真监督、做到真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重
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保证宪法和民法
的重要思想和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的
要指示，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国之大者”，增强
典等法律在我市有效实施，切实把法律制度的刚性
重要指示，总结近年来我市人大工作，对新时代进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约束作用发挥出来。改进决定、选举和任免工作，提
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
护”，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
高决定决议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依法搞
李 鸿 忠 出 席 并 讲 话 ，市 委 副 书 记、市 长 张 国 清
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提升社会主
好区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发挥好人大代
主 持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 段 春 华、市 委 副 书 记
义现代化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
“五个
表主体作用，落实
“向群众汇报”
工作机制，完善各级
阴和俊出席。
现代化天津”
，
提供坚实有力的民主法治保障。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同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同人民
李鸿忠在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二是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要把坚
群众的双联系制度，
加强人大代表管理监督。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大厦的基
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
四是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坚持以党
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为最根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坚
中央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国有机统一，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到一切
决铲除好人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切实提高常
重要工作、重要事项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健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委会、专委会、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依法
度的重要思想，拓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科学
体制机制，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完善定期研究人大
履职能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严把政治首关，
建设
内涵、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人
工作、定期专题听取人大常委会党组汇报、主要负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人大干部队伍。持续改进工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
责同志联系人大工作等制度，严格落实请示报告
作作风，
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制度。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必须自觉接受同级党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
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提供
委的领导，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于依法履职全过
党风廉政建设，树立风清气正、清正廉洁良好形象。
了根本遵循。
程。要支持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发挥作用，主动
市领导马顺清、喻云林、邓修明、连茂君、于世
为人大工作营造良好环境，支持和保障人大及其
平、杨福刚、王小宁、李虹、李绍洪、李静、宫鸣、鲍迎
李鸿忠充分肯定我市人大工作取得的成绩并
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各级政府、监察、司法机关
对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提出四点要求。
祥和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贾凤山、市政府秘书长孟
要认真履行在人大工作各个环节中的法定职责。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
庆松、市政协秘书长高学忠，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做
三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着力提高新时代人
部分在津全国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参加。

阴和俊在2020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决战决胜动员会上强调

奋力冲刺创文攻坚 切实做到惠民利民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昨日下午，我市召开
2020 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决战决胜动员会，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爱国
卫生运动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文明办有关
工作部署要求，通报 2019 年全国文明城区测评结
果，部署推动决战决胜创文攻坚重点工作。市委
副书记、市文明委主任阴和俊出席并讲话，市领导
陈浙闽主持，李绍洪、陈军出席。
阴和俊强调，今年是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城区评选表彰的收官之年、决战决胜之年，
是对 2018—2020 年度创建轮次的集中检验。各
项工作原本就十分繁重，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
时间更加紧张，任务更加艰巨。全市各有关方面
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增强

紧迫感，立即进入百米冲刺、决战决胜状态，大力
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
打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这场硬仗。要紧紧扭住
目标不动摇，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对标对表
中央要求，着力聚焦扣分项提升，始终瞄准高标
准推进，大力实施精细化管理，充分运用法治化
手段，狠抓工作落实，奋力攻坚克难，确保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充
分调动广大市民参与创文工作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会议在全市 16 区设立分会场。会上，和平
区、西青区、北辰区、滨海新区、市卫生健康委、市
公安局作了发言。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今天下午，第四
届世界智能大会将隆重“云”开幕，记者从
昨天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
前“会展赛+智能体验”各个环节皆准备就
绪，大会筹备方正紧锣密鼓完善细节，以期
把更为完美、更为精彩的智能大会以“云
上”
方式呈现给大家。
今天下午举办的云开幕式暨主题峰
会将由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主
持，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
及有关国家部委负责同志与天津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将共同出席，韩国首尔
市市长朴元淳将连线进行云致辞，中国工
程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晓红以视频方式对
大会表示祝贺。开幕式后的主题峰会上，
腾讯公司首席运营官任宇昕，联想集团董
事长杨元庆，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曙

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历军，诺维
信 集 团 副 总 裁 索 伦·卡 尔 森（Soren
Carlsen），三六零集团董事长兼 CEO 周
鸿祎，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麻省理工学
院物理系终身教授、
《生命 3.0》作者迈克
斯·泰 格 马 克（Max Tegmark），英 特 尔
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杨旭，200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
斯（Edmund Phelps），中国工程院院士、
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以及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图灵奖获得者罗
杰·瑞迪（Raj Reddy）等 12 位智能科技领
域的优秀企业家和学术权威将现场或通
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表演讲，针对疫情之
后智能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在
各行各业的新发展、生物技术发展等方面
阐幽发微、碰撞思想。
（下转第 4 版）

以智能科技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本报评论员
渤海之滨，天下津渡，高朋“智”聚，胜
友“云”集。今天，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在
天津隆重开幕。大会开启“云上”办会模
式，为世界智能科技领域搭建交流合作、
共
赢共享的高端平台，中外嘉宾“万里同天”
共襄盛会，
让智能拓展梦想的维度，
以创新
洋溢活力充沛的奏鸣曲。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创新发展新一代
人工智能高度重视，
去年世界智能大会期间
专门发来贺信，
对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
发展提出重要要求。举办好第四届世界智
能大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推动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加快引育新动
能，全力建设
“天津智港”
，更好服务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放眼望去，
万物互联
正在深刻改变世界，
人工智能舞动全球产业
变革。疫情以来，
智能科技在助力疫情防控

的同时，
激发经济社会诸多潜能，更显溢出
带动效应。以办好大会为契机，
把新一代人
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
产业优化升
级、
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努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是发展大势所趋、
历史潮流所
向，
也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变革面前，
唯日新者胜。
“云上”
举办智
能大会，
是基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求，也
是顺应智能化趋势的创新之举，既打破现
实阻碍，
拓展了互联互通的边界，也提供了
适宜展现智能科技特征的新空间。大会围
绕后疫情时代特点，深入探讨智能科技产
业发展的创新点和增长点，为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
和解决方案，抓住人工智能的创新特性，围
绕
“新”
字做好大文章，以
“新”
应变，
以
“智”
应变。
（下转第 4 版）

《新华每日电讯》昨日头版头条报道武清区结对帮扶甘肃静宁县 ——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赶着
“红牛”
奔小康

■ 新华社记者 王晖 王宁

清晨得闲，54 岁的祁小平总喜欢顺着山路走
一走。他曾经恨不得早日逃出去的“穷山沟”，如
今越看越觉得美。
透过云雾，
山下开阔的川地上，
齐整的牛棚隐约
可见。面朝黄土背朝天，
与贫穷斗了半辈子的祁小

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阴

平，
现在是一名抓包机工人。
“不到一年，收入 10 万多元，日子好得很！”从
山上下来，老祁一遇见来自天津的扶贫干部，就
“卖派”
起来，没有一点生分。
跟着老祁走进位于界石铺镇的养牛基地，一
头头通体枣红、体形壮硕的牛，悠闲地嚼着饲草。
（下转第 4 版）

东南风 3-4 级

降水概率 40%

夜间

阴转小雨

2-3 版
左图 昨晚，
“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主题灯光秀在天塔上演。

东风 3-4 级

降水概率 60%

温度

最高 31℃

最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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