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在出席庆祝空军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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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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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大问题专门研究并作出决
定，为我们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明确
了时间表、路线图。

就在6年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党首
次提出“完善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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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命题，开启
了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点题”，到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集中“破题”，6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前
行，向着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个宏伟目标不断迈进。

这6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

革开放旗帜，运筹帷幄、总揽全局，大刀阔斧、攻坚
克难，严明责任、狠抓落实，形成了习近平全面深化
改革重要思想，掀起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春江大
潮。目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改革
举措，正在按照党中央部署的时间表、路线图稳妥
有序推进。

这6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政治体
制改革稳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创新发展，社
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
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扎实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
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
性突破……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
基础。 （下转02版）

接力奋进，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写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六周年之际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七十载光
辉岁月，九万里风鹏正举。在人民空军
成立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日出席
庆祝空军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代表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空军成立70周年表
示热烈祝贺，向空军全体官兵致以诚挚
问候。

上午10时15分许，习近平来到位
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英
雄广场上，“蓝天魂”雕塑庄严肃穆，“胜
利之火”火炬熊熊燃烧。习近平首先向
人民空军英烈敬献花篮，他迈步上前，整
理花篮缎带，向人民空军英烈三鞠躬。
习近平缓步绕行，瞻仰人民空军英烈墙，
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人民空军的历
史辉煌，是用奋斗、牺牲和奉献铸就的。
70年来，人民空军英雄辈出。习近平强
调，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的英雄事迹，世
代发扬英烈的英雄精神。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庆祝空军成立
70周年主题展览。展览分为“蓝天铸忠
诚”和“奋飞新时代”两个展区，展出各型
飞机9架，图片、实物1500多件，再现了
人民空军 70年的光荣历史和发展成
就。一张张图片展板、一件件实物模型、
一段段视频资料，吸引了习近平的目光，
他不时驻足观看，认真听取讲解，询问有
关情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
空军先进单位和英模代表，勉励他们珍
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更大光荣。

习近平指出，人民空军走过了70年
的光辉历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
代空军官兵胸怀凌云壮志，搏击万里长
空，推动空军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建立了
不朽功勋。人民空军不愧是党和人民可

以信赖的部队。
习近平强调，人民空军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

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
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
越，努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空军，不断创造新的更大的业绩！
许其亮、张又侠、魏凤和、苗华、张升

民参加活动。

习近平来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向人民空军英烈敬献花篮。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钟夏 见习记者张景璐
报道：8日上午，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
东办事处横琴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中央人民政府
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薛
晓峰、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司长
谭俊荣、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
理司副司长刘汉权，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郭永航出席活动。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成立于1983年，
是爱国爱澳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现拥有
会员4万人、义工6000人，搭建起覆盖全
澳门、专业多元的社会服务网络，涵盖社区
家庭、长者、儿童及青少年三大板块，被誉
为澳门最大的“居委会”，在澳门社会生活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10月6日，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
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给澳门街坊

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30位老人
回信，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和勉励。

作为澳门社团在内地开设的第一间
社会服务中心，横琴综合服务中心位于小
横琴社区，面积约2200平方米，设有耆趣
室、儿童游乐室、玩具图书馆、阅读天地、
多功能活动室及辅导室，集社区家庭服
务、长者服务、儿童青少年服务、志愿服
务、社区治理、社工培训等服务于一体。

该中心将有13名澳门街坊总会的
资深员工常驻服务，并直接引入澳门社
工人才、服务项目和服务理念，通过工作
坊、小组、兴趣班、户外活动、康复训练及
个案辅导等社会工作手段，结合先进的
设备及新颖的服务手法，为在横琴创业、
就业、学习、居住、旅游以及养老的澳门
居民及横琴本地居民提供专业化、针对
性、精细化服务。 （下转02版）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横琴综合服务中心揭牌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昨晚，珠海城
建集团倾心打造的“浮光贝影·醉美珠海”
全新版光影秀亮相，给现场市民和游客送
上一场精彩难忘的“光影+科技”夜景体
验。据悉，光影秀由我国著名舞美灯光设
计师沙晓岚担任总导演，他曾担任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灯光总设计师。

当晚7时35分，日月贝被一串黄色
光点点亮，此时一面五星红旗出现在日月
贝上，草坪上等候多时的人群爆发出啧啧
赞叹之声，大家不约而同举起手机按下快
门，记录下这精彩瞬间。随后，港珠澳大
桥、斗门古街、唐家共乐园……珠海城市
景观接连在日月贝上一一呈现。

晚7时55分，光影秀正式开始，夜
幕下的日月贝流光溢彩，璀璨夺目，此时
现场已成为一片光影的海洋。硕大的日
月贝上，美丽的海岛风光、浪漫的香炉湾
沙滩、雄伟的珠海大剧院、婀娜多姿的珠
海渔女……随着光影秀画面主题的变
化，现场观众的情绪也随之而动，“真好
看啊！”大家一边感慨赞美，一边拍照或
录下视频；有的现场就发送到微信朋友
圈，与更多朋友分享这一刻的喜悦。

记者看到，前来观赏的市民扶老携
幼。一位小朋友因看不到画面，就骑到
爸爸脖子上，当看到光影秀中的鱼儿在
水里游动时，小朋友兴奋地不停拍着手；
一对对情侣并肩坐在草坪上，沉浸在光
影秀带来的浪漫氛围中……（下转02版）

浮光贝影 醉美珠海
全新版日月贝光影秀精彩亮相，给市民游客送上“光影+科技”夜景体验

全新版日月贝光影秀昨晚精彩亮相。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本报讯 记者张伟宁报道：11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召
开新闻发布会，记者获悉，《珠海经济特区禁毒条例》及《珠
海经济特区园林绿化条例》将分别于2019年12月1日、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这两部地方性法规是2019年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项
目，已由珠海市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通过。《珠海经济特区禁毒条例》立足珠海实际，突出问题
导向，进一步理顺体制，创新禁毒措施，细化完善了禁毒工作
和保障机制。《珠海经济特区园林绿化条例》首次以立法的形
式，明确了珠海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40%、绿地率
不低于3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15平方米，并对破坏
园林绿化的违法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珠海经济特区禁毒条例》立足珠海实际，进一步明确
市、区政府对禁毒工作负总责，镇、街负责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条例针对性细化了宣传教育机制，提出健全政府领
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宣传教育机制，要求教育部
门将毒品预防教育纳入教学考试内容。条例还创设多项
规定，如在禁毒工作重点领域创设相关检测报告制度，进
一步提升了我市禁毒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记者注意到，《珠海经济特区园林绿化条例》对于擅
自降低配套园林绿化用地指标进行建设，擅自占用绿地、
损害园林绿化等违法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如未
经批准擅自砍伐树木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按
照每株一万元的标准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珠海新颁两部地方性法规
《珠海经济特区禁毒条例》及《珠海经济
特区园林绿化条例》分别于12月1日和
明年1月1日起施行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
后。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
识。

“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
家都来看看”“中国将张开双臂，
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
机遇、增长机遇”。在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
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郑重宣
示了中国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5个方面举措，鲜明体
现了新时代中国的开放自信，彰
显了以实际行动推动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的责任担当。

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
放 40 多年来，中国人民自力更
生、发愤图强、砥砺前行，依靠自
己的辛勤和汗水，创造了“当惊
世界殊”的发展成就，书写了人
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同时，
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实现
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
的伟大历史转折。历史和现实
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
也需要中国。正如习近平主席
所强调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
大。”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
放的重要推动者，始终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始终是各
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始终
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
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营商环
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续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习近平
主席宣布的这5个方面举措，是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
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务实选择，表明中国坚
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
略，实行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形成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行动一以贯之，表
明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脚步不会停滞。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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