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分别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埃及总统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月 22 日晚同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吉建交 29 年来，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
云变幻考验，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
共建
“一带一路”
成果丰硕，
在国
际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中方真诚希望吉尔吉斯斯坦实现
稳定发展，
支持吉尔吉斯斯坦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
持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中方愿同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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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道，
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势，推动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
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
中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进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这将为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
更多发展机遇。中吉要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持续稳定发展，高质
量共建
“一带一路”
，
深化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等领域合作，确保
重大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吉投资兴业，欢
迎吉尔吉斯斯坦扩大优质农产品等对华出口。 （下转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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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习近平等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
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
览，
充分肯定探月工程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成就。他强调，
要弘扬探月精神，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
家发展大局，
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不断推进中国航
天事业创新发展，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出席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烈。上午 10 时许，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步入会场，向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挥手致
意，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习近平同孙家栋、栾恩杰等亲
切交流，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参观月球样品和
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听取有关月球样品、工程建设、技术转化、
科学成果、国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绍。习近平不时
驻足察看，
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
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探月工程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学习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关于
加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意见》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2 月
22 日上午，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
市委常委会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全
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精神，
研
究部署贯彻落实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工作。市委副书记、
市长廖国勋，
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段春华，
市政协主席盛茂林
出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
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

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我们开展好党史
实践伟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学 习 教育 指 明了 方 向 ，提 供 了根 本 遵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党
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的性质宗旨，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
要讲话精神，精心组织开展我市党史学
政治品格、政治大德，永葆党的先进性
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知
和纯洁性。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史爱党、知史爱国，汇聚起奋斗“十四
一，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五”
、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一是牢牢
执行力，凝聚奋斗之力、担当之力，不断
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学
提高把握大局大势、应对风险挑战、推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进实际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二是进一
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步 增 强 全 面 从 严 治 党、深化自我革命
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迎接建党一百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持续下功夫，紧密
周年为重要契机，坚定不移深化党风廉
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领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深
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
刻感悟这一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
御风险的能力。
（下转第 2 版）

市政府召开第 140 次常务会议
廖国勋主持
本报讯（记者 米哲）22 日下午，
市长廖国勋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40 次

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常务会议。
会议审议《天津市深化国有企业产

白天 阴有零星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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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度改革工作推动方案》。会议强调，
要强化改革思维，充分激发企业活力和
发展动力。要尊重市场主体地位，厘清
政府与企业边界，
对企业发展战略、机构
设置和制度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梳理、调
整和完善，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
资产监管体制。要积极培育多层次上市
后备企业，
（下转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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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 阴转多云

习近平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绕、
落、
回”
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
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
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
是航天强国建设征程中的重要里
程碑，
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 年来，
参
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
勇于探索、
协同攻坚、
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
可喜
可贺、
令人欣慰。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
要推动实施
好探月工程四期，
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要继续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
统筹谋划，
再
接再厉，
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学、
空间技术、
空间应用创新发展，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
刘鹤、
张又侠、
陈希、
黄坤明、
王勇、
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员，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任务保障部门代表等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工程自立项以来圆满完成六次探测任务。嫦娥
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
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为未来
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会议讨论《中共天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2021 年工作要点》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2 月 22 日，市委党的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讨论《中共天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 2021 年工作要点》。市委书记、
领导小组组长李鸿忠主持
并讲话。市委副书记、
市长廖国勋，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春华，
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出席。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
“十四五”
开局之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
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坚持以党的建
设统领各项工作，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工作质量和水平，
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一是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
“两个维护”
作为
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
强化坚决维护的责任担当，保

证全党集中统一、令行禁止，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的要求全面融入党建工作全
过程各方面，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意识，
始终保持统一的
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聚焦政治整改，
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二是坚持以党的建设引领各项工作。精心组织开展庆祝建
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牢记初心使命，坚持知行合一。抓好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党员干
部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真
正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三是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压实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坚持以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
落实
“一肩挑”
的要求，
（下转第 4 版）

李鸿忠廖国勋与中央驻津和本市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

守正创新凝心铸魂 提气鼓劲奋进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2 月 22 日下午，市委书记
李鸿忠，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与中央驻津和本市主要新
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共同谋划推动我市新
闻舆论工作。
座谈中，人民日报社天津分社、新华社天津分社、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天津总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天津记者站、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天津记者站、光明日报天津记者站、经济
日报天津记者站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
言，介绍了去年工作情况和今年工作思路，并就创新重大主题
宣传报道、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加强央地媒体联动、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
李鸿忠在讲话中对中央驻津新闻单位给予天津发展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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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2020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
势、
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取得了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在极不寻常的年份创造了
极不寻常的辉煌业绩。一年来，中央驻津媒体忠实履行职责使
命，积极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全方位、多视角宣传推介天
津，为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和强大发展气
场。特别是在我市抗疫斗争中，
中央驻津和全市新闻工作者以笔
墨镜头为“武器”，主动投身抗击疫情第一线，逆行出征，冲锋在
前，
争分夺秒，
第一时间传递战疫信息，
积极宣传抗疫典型人物事
迹，
为坚定市民信心决心、
引导群众科学防疫发挥了重要作用，
鼓
舞起全市战胜疫情的昂扬斗志和干劲拼劲。
（下转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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