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
李希主持会议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朔尔茨
举行视频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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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5月9日下午同德国总理朔
尔茨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局势持续
复杂变化，全球安全、发展面临的困难
和挑战显著增多，迫切需要为动荡变
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中国和德国都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大
国。当前形势下，中德尤其需要保持
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好中德
关系稳定性、建设性、引领性作用，这
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也将为世界
和平安宁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过去50年来，中德
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双方通过持续
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了共同发展、相互
成就，关键是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
赢，这一宝贵经验和重要原则要始终
如一坚持下去。中方发展中德关系的
初衷不变，同德方加强合作的真诚愿
望不变，对中德共同办成更多有意义
大事的信心不变。双方应该坚持对话
合作主基调，用好双边对话合作机制，
在应对气候变化、宏观经济政策、金融
稳定、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等各领域开展对话，不断丰
富中德关系内涵。要深挖互利合作潜
力，积极拓展绿色环保、服务贸易、人
工智能、数字化等新技术领域合作。
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包括
德国在内的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机
遇。要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携手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
中的核心地位，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推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全
球平衡、协调、包容发展。欢迎德方积
极支持和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
全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欧是全面战略伙
伴，中欧是彼此机遇，中欧的共同利益

远大于分歧。中方支持欧盟战略自
主。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
制于第三方。这是双方应该长期坚持
的战略共识。双方应该坚持辩证、长
远眼光，坚持相互尊重，坚守正确认
知，加强沟通，增进互信。面对地缘政
治危机，倡导对话和合作，以中欧关系
的稳定性应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面对

疫后复苏难题，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政
策协调，以中欧合作的开放性推动世界
经济企稳增长；面对全球性挑战，聚焦
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攸关人类未来
的领域，以中欧对话的广泛性促进全球
治理深入发展。希望德方为中欧关系
稳定健康发展发挥积极影响。

（下转02版）

本报讯 记者李栋 李森 通讯员
朱宗报道：5月9日，我市召开全市安
全生产及三防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
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
学习我市“7·15”“7·25”事故调查报
告及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
调查报告有关内容，对全市安全生产
及近期连续性强降雨防御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市委书记、省委横琴工委书
记吕玉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
记、市长黄志豪，省委横琴工委副书
记、省政府横琴办主任聂新平，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潘江，市政协主席王开洲
出席会议。

吕玉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
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重要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决筑牢安全
生产和三防工作的“铜墙铁壁”。要突
出重点，抓住关键，严之又严实之又实
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对照国务院安全
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坚持结果导向，以
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为抓手，
深入排查整治自建房、道路交通、消防
安全隐患，全力抓好危化品、城镇燃气
安全“两个集中治理”，加大安全生产
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要坚持以预防为主，强
化问题导向，切实把防汛抢险救灾各
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抓到位。加强水
情雨情风情的监测预报预警，做好汛
情灾情综合分析研判，提前做好疏散、
管理、紧急处置工作预案，进一步加强

值班值守和应急联动，加强宣传动员
和预警信息发布，确保一旦出现险情
预警，能第一时间、最快速度做好人员
转移安置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确
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各级
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保一方平安、促
一方发展”的政治责任和属地责任，严
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齐心协力把
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坚决防止各类“黑
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对失职失
责导致发生险情灾情的，要依法依规
严肃追责问责。

黄志豪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举
一反三抓好安全生产和三防工作。要
贯彻好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和
省安委会65条措施，扎实开展自建房

安全专项整治和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
项行动，持续打击违法分包转包、落实
好“包路段”“包工地”工作机制，切实
打好危化、燃气两场“攻坚战”，牢牢守
住不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底线。要切
实做好准备，举全市之力做好台风暴
雨防范应对工作。要完善监测预警和
值班值守，抓好临灾转移工作，加强疫
情检测点管控，加大防御宣传力度，提
升公众防灾自救互救能力，确保以最
快的速度将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一户每
一人，打通防御“最后一公里”。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领导同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有关
负责同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市三防
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
参加会议。

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及三防工作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和三防工作“铜墙铁壁”

本报讯 5月 9日，省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暨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同时套开省新冠肺炎防控领
导小组（指挥部）会议，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分析当前我省
疫情防控形势，对接下来的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研究部署、推动落实。省委书记
李希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充
分肯定我国疫情防控取得的成绩，深刻
分析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对坚决筑牢疫
情防控屏障、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
防控成果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
习领会，深刻把握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
实践要求，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完整、
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
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
方针，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第一位的任
务抓紧抓实抓细，把忠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实际行
动上。一要进一步用总书记、党中央确
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统一思想、统一
意志、统一行动。要把传达学习贯彻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同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一系
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
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决克服轻视、
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坚决同一切歪
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
作斗争，广泛宣传在抗疫斗争中涌现出
来的先进典型、先进事迹，激励全省干部
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做好
抗疫工作。二要认真对照总书记、党中
央疫情防控要求，进一步优化我省疫情
防控策略。深刻认识抗疫斗争的长期
性、复杂性、艰巨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坚决克
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
题，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
提前谋划早做准备，强化实战实训，因时
因势完善防控举措，把疫情防控屏障筑

得更严更实更牢固。三要以时不我待的
精神、分秒必争的行动，切实抓好疫情防
控重点工作。要全力打赢本土疫情防控
歼灭战，以“快、严、实”的硬措施切断疫
情传播链条，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
零”，同步做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生活
物资供应，保障好群众看病就医等需
求。要从严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
紧盯航空、陆路、水运口岸和人物同防

“四个方向”，着重提升“早发现”能力，突
出加强重点场所、特殊场所防控，进一步
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严密防线。
要加强防控能力建设，强化区域协防，全
面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备足备齐隔离场
所、方舱医院、医护力量等。要全力服从
服务全国疫情防控大局，按照中央部署
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四要加强组织领
导、狠抓工作落实，进一步凝聚起抓好疫
情防控的强大合力。省新冠肺炎防控领
导小组（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头
抓总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强化属地管
理，党政一把手要亲自上手亲自抓，各部
门要落实好“管行业必须管疫情防控”的
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发
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
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五要全面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重要要求，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落实
好中央及省出台的各项激励支持政策，确
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切实抓好防
汛防台风工作，及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
严格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做好应急预案启
动和应急处突准备，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市委书记、省委横琴工委书记吕玉
印，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豪，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潘江，市政协主席王开洲等在
珠海分会场参加会议。

又讯 5月9日上午，在省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暨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结束后，市委书记、省委横琴工委
书记吕玉印，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豪立
即召开会议，对做好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研究部署、推动落实。（下转02版）

5月9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会晤。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钟夏 肖皓方

刚刚过去的4月，国内领先的一站
式大数据及AI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商数
说故事迎来一个喜讯：在公司成立7周
年之际，该公司正式成为全国信息技术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设的标准数字化
转型标准研究组成员单位之一。

“自去年7月我们把大湾区总部落
到横琴，公司各项业务发展进一步提
速。”数说故事创始人兼CEO徐亚波博
士表示。在这家创新企业落地生根的背
后，离不开珠海大横琴发展有限公司的
牵线搭桥，并提供从企业总部注册、优惠
政策申请到人才迁移的全流程“管家式
服务”。 （下转02版）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
远见的政党，总是把组织的基础植根于青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党
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缔造并领导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创造了中国青年运动的百年荣光。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发挥
共青团的重要作用，团结带领中国青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永不停滞的前进姿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在这青春澎湃的五月，中国共青团迎来她的百岁生

日。5月1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
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将出
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中国青年运动擘画新的未来。

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展望前路，豪情满怀！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

春夏之交的广州，树木葱郁、风景如画。
珠江岸畔，一幢红白相间的洋楼，吸引不少路过的市民驻

足。不远处，矗立着一座素雅的门楼，上刻“东园”两个大字。
时光如梭，岁月留痕。百年前的5月5日，热血青年们

伴着轻拂的江风，迈着坚实的步履，相聚于此，为着“完全
解放无产阶级”的理想，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自此，中国共青团诞生了！ （下转04版）

以青春之我，贡献伟大时代
——写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召开之际

配套服务“用心”企业落户落地“放心”
透视大横琴发展公司“产业服务管家体系”全链条服务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