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菲律宾当选总统马科斯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月 18 日上午
同菲律宾当选总统马科斯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统。
习近平强调，
你亲身参与、
见证了中菲关系发展历程，
是中

菲友好的建设者、
支持者、
推动者。菲律宾有句名言，
“不知来时
路，
不可致远途”
。我们要传承好中菲友谊，
不忘初心，
把握大
势，
写好新时期中菲友好的大文章，
把中菲友好合作
“一张蓝图
绘到底”
，
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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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立大使级外
交关系 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
中荷建交以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两国关系

不断发展，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2014 年我同威廉-亚历山大
国王一道，
将中荷关系提升为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荷
兰在中欧合作中的“门户”
作用更加凸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
中荷相互支持，
彰显了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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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频致辞。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5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 经济走上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轨道。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 促进全球发展。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拆墙而不筑墙、融合
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 70 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
投资促进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中国贸促会 1952 年成立以来，立足中国、面
向世界，为拉紧中外企业利益纽带、推动国际经贸往来、促进
国家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贸促会 70 年的历程，
是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也是各国企业共享发
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见证。
习近平强调，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经济全球
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国工商界对和平

赢的追求更加迫切。习近平提出 4 点建议：
第一，
聚力战胜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
给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
影响。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积极开展疫苗研发、生产、
分配国际合作，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共筑多重抗疫防线，
推动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第二，
重振贸易投资。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加强
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全面推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
推动世界经济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
使世界

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做大
合作蛋糕，
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第三，
坚持创新驱动。要挖掘创新增长潜力，
共同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在充分参与、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制定规则，为科
技发展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要深化创新交
流合作，推动科技同经济深度融合，加强创新成果共享，努力
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
第四，完善全球治理。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
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

李鸿忠调研检查防汛工作
并主持召开全市应对极端强降雨防汛应急工作部署会

本报讯

魏彧 于春沣

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间晴

李鸿忠在讲话中强调，这次会议是全市应对极端强降雨
防汛抗灾处置的实战推演会、专题会商会、动员部署会。我们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重大风险、迎接严峻
挑战的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夯实各级各部门责任体系，
切实
增强应对极端强降雨防汛抗灾工作能力。要牢记天津之
“特”，
清醒把握我市防洪防汛严峻形势，
通过开展实战应急演
练，
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动员各级各部门迅速进入迎战
状态，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安全度汛，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是要坚持底线思维“底”到底、极限思维到“顶端”的工
作理念。坚决克服侥幸心理，把可能出现的困难估计得更充
分，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完善应对极端强降雨防汛抗灾工作
举措，
切实增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二是要坚持高度集中统一的防汛抗灾指挥体系。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要加强指挥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实战训练，
确保指挥体系周密细致、科学高效运行。
三是要突出防御重点。针对发生极端强降雨情况，结合
我市“上防洪水、中防沥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
的具体任务，
制定中心城区、环城各区、远郊区、北部山区、滨海新区具体工
作方案，
做到重点隐患部位“一地一策”。
四是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一旦发生突发情
况，坚决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落实停课、停工、停产、
停运、停业等刚性约束措施，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次
生灾害发生。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群众自我防范意识，
增强科
学自救互救能力。
五是要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担起第一
责任人责任，
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经验主义，
深入一
线，担当负责，果断处置。要统筹好疫情防控与防洪防汛，做
好促发展、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创造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
市委常委、副市长和市政府秘书长，天津警备区、武警天
津市总队负责同志，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各区区委书记、区
长参加推演观摩和工作部署会议。

西南风 2—3 级 降水概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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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全文见第2版）

见证天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发展成就巡礼

坚持人民至上 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全面加强应对极端强降雨防汛抗灾工作
（记者
）5 月 18 日，市委书记李鸿忠
利用上、下午两个半天，
调研检查防汛工作并主持召开全市应
对极端强降雨防汛应急工作部署会。李鸿忠强调，要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
险、救大灾，全面提升应对极端强降雨防汛应急、抢险救援能
力，
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上午，
李鸿忠首先来到市气象局，
详细听取全市汛期气象
分析预报，
察看气象监测预报与预警发布平台建设情况，
并与
市气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准确率
和时效性、强化区域气象会商、加强多部门联动等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
要求市有关方面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
全力推
进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建设，为快速发布应急预警信
息提供有力支撑。
在杨柳青防汛物资仓库，
李鸿忠仔细察看救生器材、抢险
物料、抢险机具等物资储备情况。李鸿忠强调，
防汛物资宁可
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要切实保证各类防汛物资充足到
位，加强防汛设施、设备、器材维护保养，做好应急物资储备、
调度管理，
提高仓储转运效率，
充分发挥应急保障作用。
西河闸枢纽是大清河系洪水进入海河干流的屏障。李鸿忠
与水利部海委、
市水务局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全市
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情况，
并走到河边堤岸检查河闸运行管理和
维修养护情况，
要求紧密结合我市地形特征，
认真开展河流堤坝
水库隐患排查、
除险加固，
构建坚固有力的防洪防汛屏障。
下午，李鸿忠来到市应急管理局救援指挥中心主持全市
应对极端强降雨防汛应急工作部署会。会上，深入总结借鉴
防汛抗灾工作经验教训，
按照极值极限的条件设置，
对我市可
能遭遇的超强降雨、山洪、风暴潮“多碰头”
极端天气进行了防
汛抗灾工作全面推演。市、区两级部门根据应急预案，
通过视
频调度等方式，组织开展了防汛联合会商、预警响应发布、下
沉地道封控救援、地铁停运疏散、人员转移安置、山洪灾害防
治、河道堤防抢险、供电安全和通讯保障等九个科目的全要素
推演，
进一步强化指挥体系、
深化各方面配合、
增强实战能力。

而不脱钩、包容而不排他，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
习近平强调，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中国开
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
高水平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推动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为全球工商界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
资机遇、增长机遇。让我们携起手来，坚持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共同解决当前世界经济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的问
题，
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扇“矛”与“盾”的调解之门
—— 天津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

本报记者 耿堃

上世纪 60 年代，
“ 发动和依靠群
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
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成为
基层社会治理样板。
斗转星移，
几十年过去，
社会利益
多元化，
群众诉求多样化，
社会矛盾复
杂化，小问题处理不好，失民意，也能
化身尖锐的“矛”，威胁社会的长治久
安；大难题化解得当，赢民心，反倒铸
就坚实的“盾”，维护安全发展。如何
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丰富、发展、创新
“枫桥经验”
？

西南风 2—3 级

天津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20 年
5 月 20 日创建三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中心（以下简称“矛调中心”
）——
市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作为破解难题的
关键，发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综
合机制优势，运用平安天津建设和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信访联席会议、
“大调解”
机制，
建立党委领导、政法委
主抓、信访办和司法局主责的工作体
系。以实现“事心双解”为目标，出台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闭环工作流
程》等配套文件，整治“只接不办”
“只
转不办”，
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解难化

用更有温度的方式化解群众“心结”

本报评论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一切事物都
是矛盾。新时代是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
高。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
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
变动、价值观念深刻变化，很多新情
况、新动态衍生社会新矛盾、新问题。
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群

专家
视角

众矛盾纠纷，处理得好，就能进一步凝
聚人心；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党群干
群关系，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
江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调研时要求：
“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
地方‘找个说法’。”两个月后，我市建
立市、区、街道（乡镇）三级社会矛盾纠

心结”，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化解在基层。

霹雳手段 拔“钉子案”啃“骨头案”
市矛调中心成立之初，即按照市
委、市政府“向着大问题，向着‘一把
手’，向下向基层”的部署要求，从全
市三级矛调中心接访事项中，梳理出
1227 件重点矛盾纠纷事项，集中开展
攻坚化解行动，切实解决群众集中反
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和历史遗留的
“钉子案”
“ 骨头案”，推动案结事了、
“事心双解”
。

（下转第3版）
纷调处化解中心，在社区（村）设立调
解室，对矛盾纠纷进行全科受理，形成
“一站式接待、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
决”工作模式，让老百姓解决矛盾纠纷
“只进一扇门”。三级矛调、四级调处，
层层贯通、全市覆盖，成为全国首创。
“只进一扇门”彰显治理格局的新
突破。天津强化党建引领“大调处”格
局，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作为破解难题
的关键，市委高位推动，运用“战区制、主
官上”工作机制，压实党政第一责任人责
任，抓准了制约发展的“结”，破解了群众
（下转第3版）
闹心的“难”。

架构矛盾纠纷大调处格局 实现“事心双解”好效果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
副教授 天津市中特中心市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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