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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2日上午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
强调，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构建一
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必然选择，
也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必然
选择，要加强战略引领，加强改革创新，
加强军地协同，加强任务落实，努力开创
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为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战略支
撑。

当习近平走进会场时，全场响起热
烈掌声。习近平同大家亲切握手，表示
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同各位
代表共商国是，感到很高兴。

会上，黎火辉、郭普校、张学宇、王辉
青、杨初格西、李伟、朱程、王宁等8位代
表围绕推进军民融合、加强实战化训练、
加快航天领域发展、深化政策制度改革、
做好武警部队改革、完善退役军人管理
保障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习近平同
代表们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会
场发言踊跃、气氛热烈。

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他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军坚决
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围绕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加强练兵备战，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狠抓全面从严治军，加快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强军事业迈出
新步伐、展现新气象。

习近平就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加快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要求。他强
调，要加强国防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军民
融合创新体系，大力提高国防科技自主
创新能力，加大先进科技成果转化运用

力度，推动我军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科
技密集型转变。要密切关注世界军事科
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动向，突出抓好重点
领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推动重大科技
项目一体论证和实施，努力抢占科技创
新战略制高点。要强化开放共享观念，

坚决打破封闭垄断，加强科技创新资源
优化配置，挖掘全社会科技创新潜力，形
成国防科技创新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
生动局面。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开大合、大破大立、蹄

疾步稳，实现了我军组织架构和力量体
系的整体性、革命性重塑，有效解决了制
约我军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
盾。要扎实推进政策制度改革，加快构
建现代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坚决破除各
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坚定不移把改革进

行到底。要坚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
决练兵备战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
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提高我军战斗
力。全军要坚决拥护和支持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加强同有关方面协调配合，
共同落实好跨军地改革任务。组建退役
军人管理保障机构对于更好为退役军人
服务、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具
有重要意义，要把好事办好办实。

习近平强调，要加大依法治军工作
力度，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推动治
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全军要增强宪法意
识，弘扬宪法精神，做宪法的忠实崇尚
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适应党
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
求，结合军队实际做好有关工作。要加
强同国家立法工作的衔接，突出加强备
战急需、改革急用、官兵急盼的军事法规
制度建设。要坚持严字当头，强化执纪
执法监督，严肃追责问责，把依法从严贯
穿国防和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习近平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央
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
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军要积极支
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军地双方要发扬
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军
政军民关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共同奋斗。

会前，习近平亲切接见出席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
表团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
主席许其亮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
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参加
会议。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亲切接见与会代表。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
报道：3月 12日是植树节。当天上
午，市委书记郭永航等市领导来到
高新区金唐西路，与机关干部、部队
官兵、各界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干部群
众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坚
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月珠海，春意正浓。上午10

时30分，郭永航等市领导来到植树
现场，与干部群众一起，挥铲培土、
踩实提苗、浇水灌溉，道道工序一丝
不苟，精心栽下一棵棵树苗。在市
领导的带领下，大家干劲十足，现场
热火朝天。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
一排排秋枫迎风而立，金唐西路两
侧再添一片新绿。

据了解，本次植树活动由市绿化

委员会主办，今年的主题是“实施环
境提质行动计划、建设城乡共美幸福
之城”。自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以
来，我市大力实施森林碳汇、生态景
观林带、森林进城围城、乡村绿化美
化等四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取
得显著成绩。截至去年底，全市完成
营造碳汇林7.24万亩，建设生态景观
林带373.45公里，新增（提升）森林

公园18个、湿地公园9个，绿化美化
乡村140个。目前，全市林业用地面
积45942.7公顷，森林蓄积量214.59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36.42%。

市四套班子领导同志，市中级法
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纪委副
书记，市四套领导班子正副秘书长，
市直机关干部，珠海警备区、武警珠
海市支队官兵等参加植树活动。

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郭永航等市领导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韩国总统特使、国家安
保室长郑义溶。

习近平指出，文在寅总统委派特使先生专
程来华通报你访问朝鲜和赴美国推动朝美对
话的情况，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作为朝鲜半岛
近邻，中方一向支持半岛南北双方改善相互关
系、推进和解合作，支持美朝接触对话、协商解
决各自关切。半岛无核化、不战不乱是中方的
一贯立场。当前，半岛形势正面临重要的缓和
对话机遇，中方积极评价韩方为此所作努力，
愿同包括韩方在内国际社会一道，进一步做有
关各方工作，结合中方“双轨并进”思路及各方
有益建议，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同
时，各方要保持耐心和细心，发挥政治智慧，妥
善应对和化解复谈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和干
扰。我们期待南北首脑会晤和朝美对话顺利
举行，并在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和相互关系正
常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只要各方都能聚焦半岛无核化及和平稳
定的根本目标，朝鲜半岛终将迎来坚冰消融、
春暖花开的一天。

郑义溶转达了文在寅总统对习近平的诚
挚问候，表示文在寅总统去年对中国的访问非
常成功，韩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进双边关系
发展。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积极变化，中方
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中方始终坚持半岛
无核化目标，坚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支持半
岛南北对话，主张美朝直接对话，推动南北关
系迈出重要一步，使半岛问题出现积极进展。
韩方向中方表示衷心感谢，期待中方继续发挥
重要作用，并愿同中方密切协调，维护当前半
岛局势缓和势头，推动以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
题，实现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等
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特使郑义溶

期待南北首脑会晤
和朝美对话顺利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
报道：3月12日，市委书记郭永航到
高栏港经济区调研，强调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贯彻、坚决落实“四个走在
前列”的要求，充分认识高栏港在全
市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高起点大
手笔推进高栏港建设，推动临港经济
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全市新的经济
增长极。

郭永航先后考察了高栏港经济
区规划展示厅、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
司、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高栏）有限公司、
中海油南海天然气利用工程，听取了
高栏港区规划开发建设情况介绍，充

分肯定了高栏港区近年来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成绩。

郭永航指出，高栏港区是对接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南海开发战略的
重大平台，是珠江口西岸先进装备制
造产业带的核心片区，是珠海西部生
态新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市
发展大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
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推动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
市新一轮大发展发挥重要引擎作用。

郭永航强调，要推动港口优化
升级，提升港口集疏运能力，完善联
通港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推动高栏
港向第三代、第四代港口迈进，打造
华南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口物流中

心，增强区域辐射带动能力。要大
力发展临港产业，着力发展壮大海
洋工程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积极引进一批高端产
业项目，培育一批带动力强的龙头
项目，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抢占
产业制高点，提升产业核心竞争。
要加快产城融合，强化规划引领，高
标准推进平沙新城建设，完善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配套，大力发展物
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服务
企业力度，营造产业发展良好环
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
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和部门监
管责任，确保安全生产万无一失。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严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新一轮大发
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郭永航强调，要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紧迫感，自觉担当起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先行
探路的特区使命，担当起服务区域、
引领发展的历史使命，以锐意创新的
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和蓬勃向上的
朝气，勇于先行先试，大胆实践探索，
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
再抓实，以新的更大作为不断开创工
作新局面，为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
国前列”作出应有的贡献。

市领导赵建国、吴轼，市委政研
室、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科技和工业
信息化局、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主要负责同志，高栏港经济区有关负
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郭永航到高栏港经济区调研时强调

高起点大手笔推进高栏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