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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11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所罗门群岛遭受地震灾害向所罗门群岛总督武纳吉致慰
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所罗门群岛发生强烈地震，我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所罗门群岛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慰

问。中国和所罗门群岛是相互支持、守望相助的好朋友、好兄
弟、好伙伴。中方愿为所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所罗门
群岛人民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致
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11 月 25日上
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
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你是中共二十大后首位访华
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元首，充分体现了中古两
党两国的特殊友好关系。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
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古关系成为
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发展中国家真诚互助
的典范。中方愿同古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拓
展务实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

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
在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携手并进，不
断深化新时代中古关系。

习近平介绍了中共二十大重要成果，强调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将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
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把国家和民族发
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
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古两党要保持密
切沟通，用好两党理论研讨会等机制，加强交流

互鉴，携手推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进步，
共同开辟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新境界，建
设好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古巴是彼此信赖的好
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患难与共的好兄
弟。中古传统友谊是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结
并精心培育的。建交62年来，面对风云变幻
的国际形势，中古双方坚定不移深化肝胆相照
的友谊，坚定不移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坚定
不移做改革发展的伙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
度看待和发展中古两党两国关系，始终将中古
关系摆在外交全局的特殊位置。不论国际形

势怎么变，中方坚持中古长期友好的方针不会
变，支持古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不会变，同
古方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强权的意
志不会变。新形势下，双方要增进战略协作，在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携手共建中
古命运共同体。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捍卫
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愿同古方携手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共同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当前古巴同志遇到很大挑
战。社会主义事业从来都是在奋勇开拓中前进
的，我们坚信古巴同志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也会尽力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愿同古巴深化

各领域务实合作，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
划，携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指出，中拉合作本质上是南南合作，以

相互尊重为前提，以互利共赢为原则，以开放包容
为特质，以共同发展为目标，顺应世界大势和历史
潮流，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当前拉美和加勒比
政治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深刻调整。中方高度重
视中拉关系发展，愿同包括古巴在内的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一道，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
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
新时代得到更好发展，更好造福中拉人民。

迪亚斯-卡内尔由衷感谢习近平主席在中共
成功召开二十大后邀请他作为拉美首位国家元首
访华，代表古巴党和国家再次热烈祝贺中共二十大
胜利召开，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连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热烈祝贺中国在习主席领导下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世界进步力
量都对此深受鼓舞。迪亚斯-卡内尔表示，我本
人和古巴党高层都认真学习了您在中共二十大上
所作的报告。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政治经济形
势，古巴将以中国为样板，创造性直面挑战，实现
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

迪亚斯-卡内尔强调，发展对华关系是古巴
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古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
国原则，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
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并愿在拉中论坛、“77国集
团+中国”等地区和国际多边机制中同中方进一
步加强协调配合，继续为推进拉中关系、维护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作出贡献。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两国关于党
际交流、外交部间磋商机制、共建“一带一路”、务
实合作等双边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关
于深化新时代中古关系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迪亚斯-

卡内尔举行欢迎仪式，天安门广场鸣放21响礼炮，两
国元首登上检阅台，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迪亚
斯-卡内尔和夫人奎斯塔举行了欢迎宴会。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于2022年11月24日至25日召开。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70名，市委候
补委员10名。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我市党的二十大
代表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中的部分基层同志
列席会议。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
彻落实工作再部署、再动员、再推动，审议通过了
《中共天津市委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
局面的决定》。市委书记李鸿忠代表市委常委会
作了讲话。

全会认为，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
大会，上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伟大胜利，下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
程；上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恢宏史诗般的奋
斗历程，下启第二个百年接续奋斗、不断夺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胜利的新征程，是一
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习近平
同志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深刻阐
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蓝图，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
了行动指南，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性文献。《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充分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体现了党的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体现了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
验，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的重要思想、重
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对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
完善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明确要
求。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批经验丰
富、德才兼备、奋发有为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机
构，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
旺、充满活力。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11月24日
至25日上午，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十二届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党的二十大
精神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再部署、再动
员、再推动。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
书记李鸿忠代表市委常委会讲话，市委
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段春华，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市委副书记
金湘军出席。

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天津市委关于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开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的
决定》和全会决议。
会议认为，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标志性、里程
碑意义的大会，上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胜利，下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承中国共产党第
一个百年恢宏史诗般的奋斗历程，下启第二
个百年接续奋斗、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伟大胜利的新征程，是一次高举旗
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首要的、根本的是坚定捍
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
是当代中国的最大政治，是各级党组织的
首要政治任务、政治责任。新时代的远

征，充满光荣和梦想，也充满艰难和险阻、
风险和挑战，必须有英勇卓越的领袖掌舵
领航，有思想灯塔指引航向。“两个确立”
作为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已
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共
识和共同意志，已经写在了新时代的伟大
征程上、写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
坎上，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
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要坚定捍卫“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衷
心拥戴核心、坚决维护核心、紧跟追随核
心，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夺
取伟大远征的新胜利提供根本政治保
证。要坚决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维护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精神，健全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制度机制，完善上
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会议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在充满光荣和梦
想的远征中风雨兼程、勇毅前行的指南针，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巍巍巨轮在惊涛骇浪
中行稳致远的航海灯塔，是我们应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各种不确定性、各种不测、各
种风险挑战的思想武器，是我们克千难、排
万险、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的行动纲
领。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
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
刻领悟“两个结合”，切实做到坚持人民至
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
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自
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坚持不懈武装头脑、与时俱进指导实践、扎
扎实实推动工作，把真理伟力转化为奋进
新征程、夺取新胜利的磅礴力量。

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新时代十年伟
大变革的里程碑意义，坚定不移、满怀信心
接续奋进新的远征。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抉
择、锐意进取，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
关险阻，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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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中共天津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召开
市委常委会主持 李鸿忠讲话 张工段春华盛茂林金湘军出席
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天津市委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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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天津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会会场。 本报记者 杜建雄 摄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迪亚斯-卡内尔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迪亚斯-卡内尔举行欢迎仪式。这是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同迪亚斯-卡内尔和夫人奎斯塔合影。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