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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办：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

体现深切关怀和巨大鼓励

极目楚天千帆竞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湖北篇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143号 邮政编码:300070 新闻协调中心:23602716 舆情中心:23602777 广告:81316697 发行热线:58106600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津市场监管西广登【2021】1号 零售1元5角 印刷单位：天津北方报业印务公司（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十支路8号）

�����
��	�������

��������
����
�	�����	������a�
�������b�
���
��
�����������������
�����a�����	����
��������a�	a����
�	�����	���
����
���������a�����
������������	�b

������������	��

���a�����������
o���p�	�	�������
	������a���a���a��
�������b��������
�������o���	p�
��
�	
��������a����
��������
o�	�po���p
����	����������
o��po�
po	�
	po����
�po����p�o�����	�p�
����	�����b

	���������������
���������	���
�����������	���b�
����
������	���
�������������	b

o��������	�����
�	�����
�
�	��	
�	����	���
����
�����	���	���	��

m���n���������	
�	��€����m�������
�n�����������
�	������bp����o��
�p����������������
������	�����������
�	b�	�����������
����������������
������������		�
��
b

�����	

��������

���������
�a�
a�
����	���b��
�	�������������
���
�����������
	�������������
������a����������
��a�����a�������
	��������b

���
��������	

�a���������������
�����	������

��	
������������	���a�
����������
	���
��������������
�
�	������������
�
��������������	�	�b


�������	�����
������	�����
���������	�o�	p���

��������b������
��������	��	��
����������������
�	�������������
��b

�������������

a���a�
�a��
�a
�
���������������
��������������������
���������������	�
���	������b������
��	��������������
�
������a������
������	�����
	����
���������������b

�����	
���������

��	������������
����	�����������
��b�
���
���a�

��a���������	���
��������
�����
o����p������	�	��
��������������	
������	�	�a������
�	���	��	������

	����b

o�
����	���	
�
	a	��
���������
�������a�
����
��
����������	����a
	����a������	���
��������	���bp���
���������	������
���o����po����po��
��p������������	
�������	��������
		
b

�������������
�
�����
��������a
�����a���	��a���
	�����a����������
�����o����p����

���		���������
����b

����������
���������	���	

��
�������	������
������	

o�����pb��������������	�����

�
��������������������
����

���������������	�b

�
��������
��
���������	

����������������������
���

�o���p���������	������	������	

������
���������	b���������

�������
�����������������


���������	�����b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
人6月12日发表谈话表示，在即将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5周
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今天为《大公报》创刊120周年致贺信，充分肯定了《大公报》
在新时代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识，为维护香
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进人心回归作出的贡
献。这是对《大公报》的高度评价，更深刻揭示了爱国爱港
媒体茁壮发展、基业长青的必由之路，指出了爱国爱港媒体
在“一国两制”下应有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
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这既是向《大公报》和所有爱国爱港媒体发出的响亮号召，
也是向整个香港社会和全体香港同胞发出的殷切召唤，为
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长期稳定繁荣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

发言人表示，当前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
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既表达了对《大公
报》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体员工的深切关怀，也表
示了对香港所有爱国爱港媒体的巨大鼓励，更体现了对香
港展现新气象、开启新篇章的殷切期待。我们相信，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一定能够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贺信中寄寓的谆谆嘱托，继续弘扬爱国传统，
锐意创新发展，踔厉奋发，砥砺前行，在新起点上再创
新辉煌。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 侯雪静）国家乡村振兴
局局长刘焕鑫表示，实施“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是提高
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实现更加充分和
更高质量就业的有效途径，将为脱贫家庭实现就业增收、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下坚实基础，为扩大乡村人才供给、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刘焕鑫是在近日举行的“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启动
仪式上作出的上述表述。
“雨露计划”作为一项为曾经的贫困家庭量身打造的职业

技能提升计划，在脱贫攻坚期间，累计惠及800多万贫困家庭
新成长劳动力，带动15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

刘焕鑫介绍，这次启动实施的“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
动，将帮扶对象由脱贫家庭扩展到了脱贫家庭和防止返贫监
测对象家庭，将支持范围由职业教育环节延伸到了就业帮扶
环节。

巩固脱贫成果

“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启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北考察，对
湖北各项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湖北改革发展指
明方向。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湖北向着经济更好、结构更
优、质量更高、后劲更足、实力更强稳健前行，荆山楚水充盈
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落到实处。”“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去那种主
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行不通了，必须
依靠创新。”2013年7月、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
次来到被誉为“中国光谷”的武汉东湖高新区考察，对加强
科技自主创新提出要求。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
公司考察时指出，“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要大力发扬自
力更生精神，研发生产我们自己的品牌产品，形成我们自己
的核心竞争力。”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围绕数字化、智能化，聚焦高

端装备，研发出的一大批新产品用于风电和航空航天等领
域。”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李升说。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烽火科技集团考察时强
调，企业必须在核心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掌握更多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掌控产业发展主导权。
“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话语，坚定了大家打造‘中国芯’的

信心。尽管技术壁垒很多，但我们坚持自主研发、不断突
破。”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曾军说，2018年
总书记来公司考察时，我们刚刚研发成功国内第一款商用
25Gb/s芯片，之后又推出100Gb/s、400Gb/s芯片，今年发布
了1.6Tb/s芯片，我国硅光芯片技术实现从Gb/s级向Tb/s
级的跨越。

湖北着力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围绕光电科学、空天科
技、生物安全等优势领域，组建10家湖北实验室，产出一大
批原创成果。
“全球每3部智能手机中，就有1部用到黄石的印刷电

路板（PCB）；每100台新下线汽车中，有15台用到黄石的
PCB。”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郭波的底气与正在
建设中的“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密切相关。
从高新技术企业聚集的“中国光谷”出发，连接武汉、鄂

州、黄石、黄冈、咸宁五个城市的这条“走廊”，通过打造“光
芯屏端网”和生命健康两大万亿产业集群，为周边城市和产
业带来新机遇。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赋能发展。
“2021年，湖北全社会研发投入首次突破千亿元，比

2017年增长43.5%；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元，
比2017年增长71.7%。”湖北省科技厅厅长冯艳飞说，湖北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进入全国科技创新水平的“第一方阵”。

“长江经济带应该走出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湖北宜昌，长江畔。兴发集团新材料产业园内，近千米
滨江绿地取代了原来的厂房。这里曾经是黄磷厂和沿江码
头，“化工围江”直接威胁长江生态安全。
2018年4月26日，武汉。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形势下长江经济带发展指路定向：
“长江经济带应该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拥有1061公里长江干线的湖北，重任在肩。铁腕治
污，岸线旧貌换新颜。
湖北把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性位置，以“雷霆之势”推

进沿江化工企业专项整治等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
取缔各类码头1200余个，腾退岸线150公里，岸滩复绿

1.2万余亩，关、改、搬、转沿江化工企业400余家……“当前，
湖北长江、汉江、清江干流水质提升并保持Ⅱ类，长江生态环
境发生转折性变化。”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何开文说。
绿色打底，释放生态红利。

三峡大坝旁，宜昌市许家冲村。村民刘正清送走游客，
就抱着待洗的床品往便民洗衣池走。“这里的污水会集中处
理。2018年4月总书记来考察时，还夸我们这样洗衣服绿
色环保嘞。”刘正清说。村民守护长江，长江也回馈了村民，
独特的峡江风情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刘正清开起了民宿，
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突出“绿”的底色，2018年以来，湖北省累计完成造林
1136.7万亩，森林蓄积量增加到4.2亿立方米，水清、岸绿、
河畅的长江绿色生态廊道正在形成。
转型发力，澎湃发展动能。
一声声汽笛长鸣，武汉新港一片忙碌。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月在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

考察时提出的“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正逐渐变为现
实。整合全省港口资源、升级硬件设备、优化运输结构、丰
富航线体系……2021年，阳逻港作业效率已从2013年每小
时22吊，提高到每小时27吊；年吞吐量从2013年的76万标
箱增加到184万标箱。
大江奔腾，千帆竞发。
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全力打造绿色崛起

“湖北路径”，提升发展“含新量”“含绿量”，湖北编制实施
《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以负面
清单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实
现“留白”发展，留足“绿色”空间。

“奋力谱写湖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两年前，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湖北经济坠入寒冬，2020
年一季度经济总量下降近四成。

2020年3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
总书记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对湖北提出殷切期待，“希望湖北
的同志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作为、奋发有为”“奋力谱写湖北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成为湖北干部群众疫后重
振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总纲。
抓住政策“窗口期”，托住“基本盘”。
在中央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的扶持下，

湖北抢抓“窗口期”，实施退税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政策举措，
给企业运营成本做“减法”，为企业资金支持做“加法”。今
年一季度，湖北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9个保持正增长。
拼出“加速度”，重返“主赛道”。
34 天完成供地、160 余天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TCL华星扩产项目正加速建设。“半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
地。”承建方中建三局项目经理戴超介绍，作为湖北打造
“光芯屏端网”全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相关审批全
面提速。

随着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截至2021年12月底，湖北全省
新发展市场主体112.46万户，同比增长53.9%；新增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1697家，新增数量为近五年最高。2021年湖北GDP
首次突破5万亿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锚定高质量，变局中开新局。
放眼荆楚，投资75亿元的前沿生物技术产业园、一期投

资100亿元的比亚迪襄阳产业园等一批高质量发展增长点正
加快培育。2022年一季度，湖北亿元以上施工项目6966个，
同比增加1264个；工业技改投资增长29.6%，快于全部投资
9.6个百分点……
江潮奔涌，风帆高悬。
湖北，曾经的战“疫”决战决胜之地，正在高质量发展新征

程上，奋楫扬帆、乘风破浪！ 新华社武汉6月12日电

新华社石家庄6月12日电（记者 杨帆 齐雷杰）河北
省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12日通报，经廊坊市广阳区人民
检察院批准，陈继志等9名犯罪嫌疑人已由廊坊市公安局
广阳分局执行逮捕。此前，据河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发生
在唐山市路北区某烧烤店的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
由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侦查办理。

10日凌晨2时40分左右，唐山市路北区一家烧烤店发
生一起多名男子群殴女性事件。该事件引起舆论持续关
注，不少网民对打人者的嚣张态度和凶狠手段感到震惊。

此前警方调查显示，这9人中有7名男性、2名女性，案

发时多人实施了暴力行为。案发后，犯罪嫌疑人迅速逃离
现场，其中几人外逃到江苏。10日，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
广泛调查取证研判，随后展开抓捕。在公安部、河北省公安
厅统一部署和河北、江苏警方合作下，9名涉案人员于11日
被全部抓获归案。
针对这起烧烤店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唐山市

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要从严从快依法严惩，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回头看”，保持依法严厉打击高压态势，
持续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还伤者公道、还市民安宁、还
社会稳定。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涉案9人全部被逮捕

累计报告166例感染者

北京天堂超市酒吧疫情仍存外溢扩散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 郭宇靖 夏子

麟）记者从 12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6月 9日 0时至 12日
15时，涉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166例感
染者。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涉天
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的166例感染者中，天

堂超市酒吧（工体西路6号）到访人员145例，酒吧工作人
员2例，到访人员的续发关联人员19例。166例感染者
涉及北京市14个区和经开区。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
和建表示，北京朝阳区天堂超市酒吧规模聚集性疫情来
势凶猛，防控难度超越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及上
一波疫情，目前仍存在外溢扩散的风险。

武汉江景（2021年6月13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