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第七届世界军运会成功举办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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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对希腊
进行国事访问
并赴巴西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7
日宣布：
应希腊共和国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巴西联邦共
和国总统博索纳罗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1 月
10 日至 15 日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赴巴西出席在
巴西利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广东省新闻界
庆祝第二十个记者节
珠海传媒集团精品频出
获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苑世敏报道：7 日上午，广东
省新闻界庆祝第二十个记者节暨
“好记者讲好故事”
演
讲会在广州举行。我省获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
2018 年度广东新闻奖，广东省第十三届新闻金梭奖、
金钟奖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全省新闻战线第六届
“好记
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优秀演讲人受到表彰。在 2018
年度中国新闻奖、广东新闻奖评选中，珠海传媒集团斩
获多个奖项。
省 委 常 委、宣 传 部 部 长 傅 华 出 席 活 动 ，并 向 全
省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获奖者表示祝贺。
他指出，今年以来，全省新闻战线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扣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 年 这 条 主 线 ，大 力 宣 传 中 央 大 政 方 针 和 省
委决策部署，全面反映广东 70 年发展成就，生动展
示人民群众良好精神面貌，为广东实现“四个走在
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营造了良好舆论
环境。他强调，要筑牢政治根基，着力锻造旗帜鲜
明讲政治、始终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品格；不断巩
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着力营造广东改革开放再出
发的良好舆论环境；坚持守正创新，着力提高新闻
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崇尚实干、
勇于担当，着力锤炼履行职责使命、推动事业发展
的本领和作风。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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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航会见牙买加总理
安德鲁·霍尔尼斯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报道：11 月 7 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永航会见牙买加总理
安德鲁·霍尔尼斯一行。
郭永航对霍尔尼斯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表示，当
前，珠海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举全市之力积
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
要门户枢纽、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典范。珠海历来重视与包括牙买加在内的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交流，希望以总理此次访问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与牙买加在经贸、文化、体育、旅游等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
霍尔尼斯对改革开放以来珠海取得的显著成绩表
示赞赏。他表示，此次来访启迪良多，希望借鉴珠海在
改革开放、经济特区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与珠海开
展更紧密务实的合作。
牙买加外交外贸部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
牙买加驻华大使丘伟基，中国驻牙买加大使田琦陪同
来访。市领导吴轼、郭才武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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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成功举办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第七届世界军
人运动会成功举办，体现了中国气派、军人特色，实
现了“办赛水平一流、参赛成绩一流”目标。在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这次国际军事体育盛会的成功
举办，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的中国形象，宣示了中国
和平发展主张。这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
组委会、军地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湖北省
及武汉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精心组织、精益求精，
广大市民以主人翁姿态热情参与、积极奉献，为军运
会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各有关方面要认真做好总结和表
彰工作，发扬成绩，凝神聚力，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10 月 18 日至 27 日，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湖
北省武汉市举行，来自 109 个国家的 9300 余名军体
健儿参赛。运动会设置了 27 个大项、329 个小项的比
赛，各国军人运动员以顽强的毅力挑战极限、攀越新
高，共打破 7 项世界纪录、85 项国际军体纪录。中国
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共获得 133 枚金牌、64 枚银
牌、42 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实现中国
队在世界军人运动会赛场比赛成绩历史性突破。

阳光照耀奋飞的航程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关心人民空军建设发展纪实
这是人民空军永远铭记的历史时
刻——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大典阅兵，17 架飞机组成的飞行编
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预示着中国共
产党领导创建的人民空军即将诞生。
2019 年 10 月 1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人民空军多型国
产战机列阵长空，
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昭
示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人民空军迈
出新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站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
度，发出“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
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
的伟大号召，
作出
一系列事关人民空军建设和长远发展的
战略擘画。人民空军站上新起点，开启
了历史性跨越的新航程。
回眸壮阔 70 年的奋飞征程，空军将

士永远铭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空军建
设发展倾注的深情与厚爱。一代代空军
官兵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书写强军战歌，
把忠诚和使命镌刻在祖国的蓝天。

领航——擘画人民空军发展蓝图
2014 年 4 月 14 日，
习主席专程到空
军机关调研，
强调
“建设强大空军是党和
人民的不懈追求，是实现强军目标的重
要组成部分”，提出空天一体、攻防兼备
的战略要求，
为人民空军标定新航向。
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一代代共
产党人魂牵梦绕、艰辛探索。我们党成
立之初，
就着手储备和培养飞行人才，
开
启了建设空中力量的不懈探索。革命战
争年代，
我党我军从拥有第一架飞机，
到
创办第一所航校，不断为建立人民空军
积蓄力量。人民空军孕育于革命战争年
代，
创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在血与火的
洗礼中发展壮大。

1949 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
毛泽东郑重宣布
“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
用的空军”。9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出：
“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
而且有一
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1 月
11 日，经党中央批准，空军领导机关在北
京正式成立。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人民
空军成立日。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人民空
军迅速组建各级领导机关和航校、作战与
保障部队。伟大祖国有了驰骋蓝天的忠诚
守卫者。1955 年 3 月，毛泽东为空军首届
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题词：
“建立一支强
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
者。”人民空军开始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的壮阔征程。
邓小平在运筹指导我军建设实践中指
出“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
有制空权是不行的”，强调“建设一支革命

的强大的人民空军”。人民空军建设不
断迈上新台阶。
江泽民强调“空军在维护国家主权
和安全中担负着重大使命”，要求“为建
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
空军而奋斗”。人民空军由国土防空型
向攻防兼备型转变。
胡锦涛指出“空军是我国军事力量
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努力建设一支
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
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空军”。人民空军
在科学发展中阔步向前。
习主席高度重视人民空军建设发
展，
深刻指出：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
在国
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和作用。”强调：
“建设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是时代赋予
空军的重大使命，是新形势下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必然要求。
”
（下转 04 版）

郭永航作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

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自我革命
为珠海
“二次创业”
加快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报
道：11 月 7 日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郭永航以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
自我革命，
为新时代珠海经济特区
‘二次
创业’
加快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为题
作主题教育专题党课。省委主题教育第
二巡回指导组组长肖怀跃，市人大常委
会常务副主任陈英等出席。
党课伊始，郭永航与大家学习重温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的重要论述，
交流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和思考。他指出，
深刻认识推进自我革命
是我们党近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结晶，
是
对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
是解
决党面临的突出问题、
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的现实需要。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
述，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
坚持不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努力把
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把珠海
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郭永航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特别是对珠海重
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推进自我革命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有革命到底的

决心和勇气，
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老一辈
想武器，
把各项工作部署落细落小落实。
特区建设者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咬定
要强化问题导向，
以改革的办法真刀真枪
目标、排除万难、一干到底，勇当改革开放
解决深层次问题，
努力为坚持和完善中国
的探路尖兵，
努力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
出水平。要在斗争中推进自我革命，练就
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要提振干部
过硬斗争本领，在斗争中不断将革命引向
精气神，
始终保持闻鸡起舞、
日夜兼程、
风
深入、将事业推向前进。要正确看待推进
雨无阻的奋斗姿态，
推动改革发展各项工
自我革命中的个人得失，
坚持立党为公、执
作不断取得新进步。
政为民，
发扬奉献精神，
将个人价值追求融
省委主题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成
入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
员，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郭永航强调，要以开展“不忘初心、牢
领导同志，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
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践行初心使命、 院主要负责同志，横琴新区、各行政区
推进自我革命，为新时代开创珠海工作新 （经济功能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市委
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持续深入学习
各部委、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市各人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民团体党组、市属企业党委、在珠高校党
切实掌握好运用好推进自我革命的强大思
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学习。

2019
“智汇横琴”
博士后系列活动举行

打造人才集聚“强磁场”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11 月 7
日，2019“智汇横琴”博士后系列活
动在横琴开幕。600 余名来自全国
内地各大高校及港澳地区的博士、博
士后、资深院士、博士后管理人员齐
聚横琴。
为期三天的活动将举行 2019 年
“博新计划”珠海横琴创新创业峰会、
2019 年度“澳门青年学者计划”联席
会、
“ 人工智能芯动力”珠海市博士联
谊会学术研讨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招收工作推进会等四场“重量级”活
动 。 我 国“ 博 士 后 创 新 人 才 支 持 计
划”入选代表及广东省内高新技术企
业相关负责人汇聚一堂，展示学术和
科研成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
“博新计划”发展，服务国家重大发展
战略。
据了解，
“ 智汇横琴”博士后系列
活 动 已 经 举 办 了 4 年 ，累 计 吸 引 近
3000 名中外博士、博士后或博士后管
理人才相聚横琴。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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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横琴新区博士后管理办法》印发实施

港澳籍博士后可年享 50 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昨天，横琴
新区管委会发布了“全新升级版”
《横琴
新区博士后管理办法》，在落实省、市相
关政策基础上，从规范管理、聚焦产业、
加大优惠力度、促进与港澳合作、注重高
水平高质量科研成果输出等多方面精准
发力，
对原政策进行了优化。
一是瞄准产业主攻方向。积极吸引
横琴重点发展的科技创新、特色金融、医
疗健康、跨境商贸、文旅会展、专业服务
六大产业相关领域的博士到横琴做博士
后研究或创新创业。
二是提高补贴标准。鼓励区内企事
业单位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企业分
站、创新实践基地，可分别享受 100 万

元、70 万元、50 万元的建站补贴。在站博
士后人员每人每年可享受 20 万元个人租
房和生活补贴，
一般不超过两年；
对出站后
留（来）横琴新区工作或创业的博士后人
员，
给予 50 万元安家补贴。
三是突出与港澳合作。如专设促进与
港澳合作章节，促进与港澳人才交流以及
项目合作，鼓励设站单位在港澳举办博士
后活动，港澳籍博士后人员在站期间可另
享受 10 万元生活补贴，入选“香江学者计
划”
“澳门青年学者计划”的博士后人员给
予 10 万元奖励等。
四是调整博士后科研成果奖励，重点
扶持创新性强的发明专利，增加社科类论
文的奖励。

五是简化程序，加快政策兑现待遇
的效率等。同时符合《珠海市博士和博
士后人才创新发展实施办法》的人员，
还
可叠加享受相应补贴。按规定要求叠加
后，博士后在站期间每年可享受 40 万元
租房和生活补贴，港澳籍博士后每年可
享受 50 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出站来
（留）横琴工作的博士后可享受 100 万元
的安家补贴。
据了解，横琴新区于今年 8 月发布
了“升级版”
《横琴新区引进人才租房和
生活补贴暂行办法》，到横琴新区工作的
各类人才，符合规定条件的博士、硕士、
学士，分别可获得 15 万元、6 万元和 3 万
元租房和生活补贴。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11 月 7
日上午，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究部
署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
我们党站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
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全会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是党中央审时度
势，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决
策，为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未
来、赢得未来构筑了可靠的制度大厦，
也
从制度上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党的基本方略提供了根本保障，
为人类政
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会议指出，
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
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要把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
任务，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认真
组织学习宣传，
着力领会全会精神，
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
量集中到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和市委的
决策部署上来。要锚定新时代人民政协新
方位新使命，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
对政协工作的重要论断和新要求，把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
落实到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
聚共识上来。要紧密联系政协工作实
际，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珠海重要指示
精神，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为珠海奋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
门户枢纽、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和沿海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范，加快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澳珠极点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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