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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1月 8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
抵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
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
的气氛中，就中朝关系和共同关心
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
识。双方一致表示，愿共同努力推动
中朝关系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新的
发展，持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进程，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
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习近平指出，委员长同志在
2019年新年伊始、两国迎来建交 70
周年之际访华，充分体现了委员长
同志对中朝传统友谊的高度重视、
对中国党和人民的友好情谊。我对
此表示高度赞赏，并代表中国党、政
府和人民，向朝鲜党、政府和人民致
以诚挚的节日问候。

习近平强调，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中朝关系在2018年掀开了新的历
史篇章。双方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中朝
友谊的强大生命力，彰显了中朝共同
致力于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的坚定意志。今年是中朝建交 70周
年，对中朝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我愿同委员长
同志一道，共同引领好中朝关系未来
发展。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
略沟通、深化友好交流合作，推动中
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
年初百忙之际接待我们访华，我对
此表示衷心感谢，并代表朝鲜党、政
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致
以亲切的节日问候。在总书记同志
的悉心关怀下，去年朝中关系提升
到新高度，谱写了新篇章。我此次访
华，就是希望以两国建交 70周年为
契机，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朝中传
统友谊、加强朝中交流合作深入交
换看法，推动朝中友好关系日益巩
固和发展。

关于朝鲜半岛形势，习近平积
极评价朝方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
动实现半岛无核化所采取的积极举
措，表示去年在中朝及有关方共同努
力下，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取得重
大进展。当前，半岛和平对话的大势
已经形成，谈下去并谈出成果成为国
际社会普遍期待和共识，政治解决半
岛问题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中方支
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支
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支持朝美举行

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
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希望朝美
相向而行，中方愿同朝方及有关方一
道努力，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
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
极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去年朝鲜半岛形
势出现缓和，中方为此发挥的重要
作用有目共睹，朝方高度赞赏并诚
挚感谢。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

场，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为
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取得国际社
会欢迎的成果而努力。希望有关方
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合理关切，共
同推动半岛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双方通报了各自国内形势。习
近平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在 70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中国共

产党有决心、有信心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和风险
挑战，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奋勇前进。朝鲜劳动党实施新战略
路线一年来，取得不少积极成果，展
示了朝鲜党和人民爱好和平、谋求
发展的强烈意愿，得到了朝鲜人民
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
价。中方坚定支持委员长同志带领

朝鲜党和人民贯彻落实新战略路
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相信朝鲜人民一定会在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金正恩表示，我在过去不到一
年时间里四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
精神面貌印象深刻。朝方认为中国
的发展经验十分宝贵，希望多来中
国实地考察交流。相信中国人民在

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新的伟大成就，
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朝鲜
劳动党将带领朝鲜人民继续大力落
实新战略路线，并为此营造良好外
部环境。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为金正恩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欢迎宴
会并共同观看文艺演出。

9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饭店
会见金正恩。习近平积极评价金正
恩这次访华的重要意义，回顾了中
朝友好交往历史，表示中方愿同朝
方共同努力，维护好、巩固好、发展
好中朝两党两国关系，共同书写两
国关系发展新篇章，共同为地区和
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金正恩表示，朝方无比珍视朝
中关系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愿与
中方一道，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重
要共识，在新的起点上续写朝中友
谊更加辉煌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夫人彭丽媛、金
正恩委员长夫人李雪主参加会见。

会见后，习近平总书记夫妇为
金正恩委员长夫妇举行午宴。

9日金正恩还参观了北京同仁
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亦庄
分厂，实地考察了有关传统工艺及
现代化中药加工生产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以及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
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
郭声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蔡奇，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
出席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统
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中央政
治局委员、外务相李勇浩，中央政治
局候补委员、人民武力相努光铁，中
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宣传鼓动部第
一副部长金与正等陪同金正恩访华
并出席有关活动。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本报讯（记者 郭锦润 夏升
权）10日，我市召开市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
中央和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
六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
工作。市委书记、市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陈旭东主
持会议，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危
伟汉、丘树宏、唐颖出席。

会议听取了市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近
期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汇
报，讨论审议了建设中山粤澳全
面合作示范区、建设粤港澳大湾
区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建设中山
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合作平台等
议题。

陈旭东指出，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作为重大国家战略，体现了
国家发展的重大布局，体现了对
广东发展的大力支持，将引领广
东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二次创
业”中开创新局，是中山必须牢牢
把握的重大历史机遇、必须全力
肩负的重大政治使命。我们要全
面深入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大湾区建设的一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大湾区建设始终沿着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前进，把大湾区建设
作为中山新时代改革开放的

“纲”，不断推出改革开放创新举
措，努力在大湾区建设中奋勇争
先。

陈旭东强调，要聚焦重点领
域和关键工作持续发力，推动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任务落地落实。
一是大力推进与港澳对接。主动
协同港澳做好谋划落实工作，深
化对接“港澳所需”“中山所能”

“湾区所向”，加强优势互补，注重
错位发展，强强联手打造高质量
发展典范，“组团出海”参与高水
平国际竞争。要加快建设粤澳全
面合作示范区，搭建粤港澳青年
创新创业平台，完善港澳居民特
别是港澳青年在中山学习、就业、
创业、生活等便利政策措施，用好
港澳乡情纽带，共建共享人文湾
区。二是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
对接。一方面，加快编制中山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案，修订城
市、交通、产业等专项规划，确保
与大湾区建设要求有机衔接。另
一方面，大力推进深中通道等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融入

“轨道上的大湾区”，统筹推进轨
道交通、高快速路网、港口航运等
一大批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项目，打造大湾区西翼重要综
合交通枢纽。三是大力推进创新
平台对接。全面对接广深港澳科
技创新走廊核心平台和重要节
点，加快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
示范区，全力推进“两区一湖一
岛”区域创新平台建设，高水平建
设翠亨科学城，积极对接国际高
端创新资源，探索互利共赢的协
同创新模式。四是大力推进产业
对接。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强
与大湾区城市产业协作对接，加
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围绕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智能家电家居及现代服
务业重点布局，面向大湾区拓展
上下游产业链，构筑现代产业体
系新支柱。

陈旭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
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确保各项工
作有力有序推进。要充分发挥领
导小组各专项小组和重点工作小
组作用，进一步理顺职能、畅通机
制，落实落细各部门重点工作。要
加强战略谋划，吃透用足政策，积
极协同港澳谋划实施一批具有战
略性、牵引性、标志性的项目和创
新举措。要做好宣传动员，充分挖
掘中山融入大湾区建设的优势亮
点，加强城市整体形象宣传，积极
讲述好故事、传递好声音，为各项

工作开展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和
精神动力。要做好市委十四届六
次全会筹备工作，结合省相关会
议精神，以及前期“深调研”工作
成果，进一步优化完善提升全会
报告和相关文件。

危伟汉强调，要深刻认识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给中山带来的难
得机遇，积极参与大湾区分工和
建设。坚持战略性思维、国际化视
野，开动脑筋，主动突破，在大湾
区平台上更高规格地配置资源。
同时也要看到，中山参与大湾区
建设的优势还不明显，交通条件、
城建水平、科创能力、重大平台建
设等方面和其他城市还有差距。
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强化优势
和补齐短板双向发力，在交通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构筑城
市发展新格局上重点发力，找准
中山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坐标定
位，打造融合互动发展的独特优
势，不断提升城市吸引力和竞争
力。

市领导陈文锋、林锐熙、侯奕
斌、梁丽娴、陈小娟、杨文龙、高瑞
生、徐小莉、雷岳龙、吴竹科、李长
春、林少棠，市政府秘书长李俊以
及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
小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

我市召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

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纲”
推进中山新时代改革开放

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京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1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饭店会见
金正恩。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合影。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本报讯（记者 吴森林 通讯
员 钟祖彦）10日，我市举办机构
改革培训班，主要目的是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
要讲话精神、关于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
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深化机构
改革的部署要求，推动改革任务
落实。受市委书记陈旭东委托，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深化机
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陈小娟就做好机构改革工作进行
了组织动员。

陈小娟强调，各涉改部门要
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深化机构
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论述，贯
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和市
委十四届五次全会部署，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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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
迫感，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敢于啃
硬骨头的精神，推动机构改革各
项工作落实见效、机构职能及时
有序调整到位。

陈小娟指出，要把旗帜鲜明
讲政治贯穿机构改革全过程各环
节，切实做到政治教育全覆盖、思
想动态全掌握、谈心谈话全到位、

苗头风险全管控，要坚持严管与
厚爱相结合，关心关爱干部职工，
切实把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的
部署要求上来。要按照“四同步”
要求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全面推
进基层党建“四化”，对照基层党
建“三年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和模
范机关创建活动，努力建设政治
过硬、本领高强的模范机关。

陈小娟指出，要准确把握改
革目标任务和要求，加强组织领
导，严明纪律要求，确保按时保质
完成改革任务。要畅通沟通协调渠
道，落实“三级协调机制”。要严格
执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机构编
制纪律、干部人事纪律、财经纪律、
保密纪律，坚决做到令行禁止。要
坚持公道正派，绝不允许拿改革中
的职责调整做人情、夹私心，绝不
允许搞变通，拖延改革，绝不允许
突击提拔和调整干部。领导小组办
公室监督检查组同步加强监督检
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问题。

此次培训班分七个专题，对部
门“三定”规定、事业单位调整、干
部人事和人员转隶、资金资产、档
案工作、保密工作、改革纪律等进
行了专题培训。市委深化机构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成员、市
委深化机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各
专项小组联络员，以及全市涉改单
位分管政工领导、办公室主任、政
工人事科科长共同参加了培训。

市领导在全市机构改革培训班上强调

机构改革方案必须
不折不扣执行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