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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初冬时

节，一束思想之光洒向津沽大地，深入基层的宣讲互动涤荡思想，化为干劲的生动实践徐徐展开。

今日起，本报开设“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专栏，派出多路记者进城乡社区、进机关、进企

事业单位、进校园、进各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蹲点采访全市各区各部门用党的二

十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扎实推动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多形式、分层次、广

覆盖地宣传广大干部群众立足本职本岗、扎根基层一线、认真履职尽责的生动事迹。用更有

力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讲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创造新伟业的天津故事。

抓落实，既是党员干部应肩

负起的政治责任，也是应掌握的

科学方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把既定目标任务变成人民具体可感的

美好生活，关键看担当，根本在落实。

抓好落实，必须有格局、有追求，有自我

加压的意识和行动。干，不止于干成，而且要

干好，这是抓落实应达到的境界。我们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是以高质量发

展、高水平改革开放、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

活为目标导向。这几个“高”，意

味着要“跳起来摘桃子”，意味着

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把落实

的过程变成突破竞进的过程，用抓落实的质

量彰显发展的成色。

抓落实，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挑战，但时

代进步总是在解决时代难题的基础上实现

的，辩证地看，“娄山关”“腊子口”，往往也就

是通向胜利的突破口。这就要求党员干部的

肩上有一块钢，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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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区柳子口村党员志愿者进行卫生清整活动。

全面学习深入领悟认真贯彻

■本报记者 刘雅丽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劳作一天，闲下来的村
民走出家门，散散步，跳跳舞，掀起水上大舞台的
热闹序幕。
这是记者在蓟州区东施古镇柳子口村蹲点采

访时看到的场景。

台下约6米深“大楼坑”清波漾漾，璀璨灯光
下倒映着水上高台飞檐翘角、恢弘气派的模样，也
倒映着村民们一张张开心的笑脸。
“党给我们派来驻村工作队，建起这大舞台，

幸福生活得舞起来。”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广场舞
达人吴高娃和付永明、张学淑等村民一商量，决定
编排一支赞颂党的舞蹈。这不，连日来，只要新冠

疫情趋缓，舞台之上，村民们就会手持花环、扇子
排练，摆出“二十大好”等字样。

可谁能想到，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幅冷清
景象——
“七青甸、八台头、九柳子口，阴天下雨不好

走”，这句流传甚广的民谚是蓟州南部三大村一度
穷困的真实写照。 （下转第4版）

蓟州区东施古镇柳子口村的“和美乡村”之变——

“大楼坑”上起楼台
本报讯（记者 米哲）20 日上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张工先后赴市医药采购中心、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调研，宣讲党的二十大
精神。

在市医药采购中心，张工察看了药品和
医用耗材采购供应保障监测平台。他说，市
医药采购中心肩负我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管
理的重要任务。当前全国疫情多点散发，要
当好“雷达”和“眼睛”，因势而动、因时而变，
加强防疫药品供需监测研判，及时动态调整
储备清单。要当好“平台”和“桥梁”，与卫健、
药监、医疗机构、药品经销企业等建立会商机
制，确保各类药品供应平稳有序。要当好“操
盘手”，借助用好全市医药采购应用平台、京
津冀“3+N”联盟医药联合采购平台、国家组
织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平台等载体。要进一步
推进药品招采改革，扩大采购范畴，降低采购
价格，有效减轻患者和医保负担。
随后，张工来到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与

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技
术路径、工艺流程、经营布局、市场应用等情

况，充分肯定康希诺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全力保障生产供应，研发推广吸入式新冠疫
苗，为抗疫大局作出的积极贡献。他鼓励企
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坚持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驱动，集中精力
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疫苗研发和临床试
验，确保疫苗质量安全稳定。张工要求相关
部门主动提供精准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在津
深耕、发展壮大，延伸产业链条，形成集聚效
应，推动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壮大。

张工在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三个坚定不移”不动摇，完整、准
确、全面理解把握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市委工作要求，科学精准防控，落实好第九
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化措施，扎实做好药
品储备供应保障和疫苗研发生产工作，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减
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市领导连茂君、李树起和市政府秘书长
孟庆松参加相关活动。

■本报记者 姜凝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
筹安排、一体部署，彰显了我们党以更大力度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决心和气

魄。”在党的二十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看
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
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从北京参会回来的这些
天，陈雨露面向学校不同层面全力传达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 （下转第4版）

张工赴市医药采购中心和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调研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做好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党的二十大代表陈雨露：

在新征程上贡献南开力量

关键看担当 根本在落实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让这首歌作证》在津首映获赞

一首歌，一部生动的党史教材

生态城获批国家“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习近平主席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时间

行 大 道 的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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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刘华 杨依军

浩瀚的太平洋潮起潮落，见证风云变幻、世事沧桑。
伴随世界经济重心逐步东移，亚太地区吸引越来越多的
全球目光。

11月中旬，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先后在印度尼西
亚巴厘岛、泰国曼谷举行。各相关国家和经济体领导人
及代表纷至沓来，全球治理的“亚洲时刻”举世瞩目。
自北京一路向南，飞越阡陌湖海，飞至位于印度洋与

太平洋交汇处的巴厘岛，再径直北上，飞抵中南半岛泰国
湾畔曼谷……
结束二十国集团峰会日程后，习近平主席开启“曼谷

时间”，17日至19日，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专机抵达，东道主
泰国总理巴育在舷梯下热情迎接。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近3年来习近平主席首次线
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是习近平
主席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泰。三天两夜，约50个小时，
10余场活动，双边与多边密集穿插，深化伙伴关系、推进
区域合作、完善全球治理同步展开。曼谷之行，习近平
主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为中泰友好合作
擘画未来蓝图，为亚太共同发展指明前行方向，为地区和
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注入强劲信心与动力。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中国元首外交在国际舞台
的精彩亮相，开启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相互交融、相互成
就的新征程。

聚焦亚太：培育共同发展的繁荣之花

渐入凉季的曼谷，阳光灿烂。国家会议中心玻璃巨
幕上，“APEC 2022”的字样熠熠生辉。18日上午，亚太经
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里拉开大幕。
会旗飘扬、喷泉欢腾，会议中心前一座合十礼造型的

金色雕塑展现着“微笑国度”的友善好客。一辆辆专车接
踵而至。

9时30分许，习近平主席抵达会议中心。一层新闻
中心实时直播，各国记者紧盯屏幕，不少人赶忙拿出手机
录影拍摄。
习近平主席健步走来，巴育总理热情迎接。握手、合

影、挥手致意，两位领导人留下珍贵的“APEC瞬间”。
深蓝色背景板上，以泰国传统竹编器皿“插隆”为设

计原型的会标格外醒目。蓝、红、绿三色竹条分别代表
“开放”“联通”“平衡”，共同组成此次会议的主题。彼
此交织的竹条形成21个开口，代表亚太经合组织21个
经济体。

时隔4年，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领导人再度线下聚
首，是备受瞩目的全球大事。
从国际和地区形势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

缘政治紧张与经济格局演变叠加，冲击亚太地区发展环
境和合作架构。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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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俞懿春

世界正在见证新的历史。
这是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多边

峰会，地点在距离北京万里之遥的印度尼西亚巴
厘岛。

东道国颇具影响的《雅加达邮报》有篇文章
说，习近平主席此行已成为二十国集团（G20）
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的焦点，世界各国领导人
争相与这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领导人面对面沟
通交谈。

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山一程、水一程，开启
了她走向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国的世界观、世
界的中国观，共同交汇书写新的故事。

2022年11月14日至17日，举世瞩目的中美
元首会晤，峰会会场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一个下
午连续七场双边会见……占全球 2/3人口、近
90%生产总值的世界重要经济体领导人，在全球
的聚光灯下。他们走进同中国领导人见面的会见
厅，讲述和中国的故事。

峰会第三阶段会议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回到
下榻饭店。他的老朋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随之赶来。这场延长到近一个小时的会见，也是
读懂中国、思考世界的一个窗口。
“我们是今年2月份见过以后，到现在时间实

际上不长，但是不长的时间内，这个世界可又发生
了不少事情啊。而且有些事情是重大事件，是一
些重大变化。”

审天下之时，度微末之势。习近平主席辩证
指出“两个看到”：“要看到世界上的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都在加重，更要
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总是不可
阻挡”。
当此时刻，世界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
大道之行，行稳致远。中国肩上扛着大国担

当：“我们必须以人类前途命运为重，同舟共济，共
克时艰，特别是大国应该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
用，多为这个世界注入信心和力量。”

世界，正深刻感知一个古老而现代的中国澎
湃的活力和动力，深刻感知她给世界注入的信心
和力量。

抵达之后：两个大国的对话

习近平主席曾经形容，二十国集团就宛若一
座桥，让大家从四面八方走到了一起。

这些天的巴厘岛努拉莱伊国际机场，来自四
面八方的专机整齐列队；海风轻拂的街道上，插着
国旗的车队疾驰而过。

习近平主席下榻的穆丽雅饭店，成为一个
焦点。
被称为“可能全世界的关注度都是最高的”中

美元首会晤，如约拉开了帷幕。
窗外的晚霞从海平面上缓缓褪去，宽广的海

洋连接着地球上的两个大国。
17时36分，两国元首几乎同时走进镜头。从

左右两侧，走向彼此。拜登总统看到和习近平主席
还有段距离，微笑着甩开臂膀跑了几步，现场记者
一片惊叹。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历史的瞬间，就此

定格。
世界期待这一幕。在双方交往的艰难时刻，

各方关注这次会晤能否成为转圜契机，瞩目由此
牵动的全球脉动。

走向会见厅的途中，两国元首不时轻声交
谈。现场快门声响成一片。
一落座，拜登总统首先致开场白。十多年前的

一段往事，他记忆深刻：“我是副总统、您是副主席
的时候，我们曾经相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多年
来都有非常好的对话。”

会见厅内气氛友好，话题逐渐走向深入。拜
登总统主动谈到了“管控分歧”：“作为两个国家的
领导人，我们有共同的责任，要展现美中两国可以
管控分歧，防止竞争成为冲突。同时找到方式，在
紧迫的全球议题上展开合作。”

习近平主席一席话，言简意赅：“我们上次见
面是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5年多了。你上任以
来，我们通过视频会晤，通过通信通话，一直保持
着沟通。今天我们实现了面对面的会见。”

面对面，殊为不易。两个大国的关系近些年
来阴雨连绵，再加上疫情影响，两国元首有3年多
时间没有面对面会晤了。

把时间的镜头再拉长。从接触、建交到如
今走过50多年，一路披荆斩棘，一路风雨兼程。
习近平主席感言：“我们可以说，有得有失，也就是
有经验有教训。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就是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拜登总统专注倾听，不时低头记录。
习近平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中美两个大

国的领导人，我们能起到一个把舵定向的作用，应
该为两国关系发展找到正确方向，而且推动中美
关系向上提升。政治家要思考和明确的就是本国
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要思考和明确同他国、同世
界的相处之道。”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主席曾借此

形容中美关系。“中美这么两个大国，没有一些大
的原则性共识是不行的。有了原则，才有方向，有
了方向，才能妥处分歧、拓展合作。”
寥寥数语，方向已然明确，就是要找到正确相

处之道，“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这一想
法得到了拜登总统积极回应。两国元首在会晤中
共同探讨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也就是战略性
框架。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台湾问题。习近平主席
语气严肃地给出定位：“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
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
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拜登总统就此表明立场和态度：“美国政府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寻求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工具
遏制中国，希望看到台海和平稳定。”

此前，他多次向习近平主席表态“四不一无
意”。细致观察此次会晤，信号更为积极。有媒体
将美方立场概括为“五不”“四无意”：
“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

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
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也无意
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
围堵中国。”

行动力，中美关系的关键。习近平主席一再
强调：“美方应将有关承诺体现在具体行动上，而
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希望美方将总统先生的承
诺落到实处。”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