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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7月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届中非
和平安全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中非是风雨同舟、守
望相助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当
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各类安
全挑战层出不穷，人类社会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
安全是中非人民的共同心愿。中国

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
念发展对非关系，愿同非洲朋友一
道，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
全球安全倡议，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
共同体。

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当日以
视频方式召开，主题为“加强团结协
作，实现共同安全”，由国防部主办。

习近平向第二届
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7 月 25 日致电德劳帕
迪·穆尔穆，祝贺她就任印度共和国
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印两国互为重要
邻国。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

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
利于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我高度重视中印关系，愿同穆尔穆总
统一道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
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沿
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习近平向印度新任总统
德劳帕迪·穆尔穆致贺电

本报讯 记者陈颖 通讯员雷健报
道：7月25日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
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左幅主缆索股架
设突破100根，整体已完成单幅主缆
索股架设总量的一半。

该大桥左右两幅的主缆共需架设
398根索股。主缆是悬索桥的主要受
力构件，有着悬索桥“脊梁”之称。该
大桥单根主缆重达16915吨，大桥左
右幅共两根主缆总重达33830吨，每
根主缆包含199根索股。为更好地
架起深中通道这一“超级工程”的“脊
梁”，保利长大深中通道S05标项目
技术团队精心优化施工工艺，合理制
定索股架设管理体系，投入20台卷
扬机、2台大塔吊等重型设备。25名
工人负责牵引，通过采用“白天牵引、
夜间调索”的双向施工模式加快进
程，单次牵引耗时2小时30分钟左
右。这种双向施工模式，有效加快索

股架设的进程。施工高峰时期，每天
可完成单幅4根主缆索股牵引。夏
日炎炎，项目部合理调整作业时间，
同时为作业人员提供防暑降温服
务。而夏季夜间可能有阵雨，此时又
恰逢调索作业时段，索股淋湿后会影
响调索精度，为此，现场管理人员在
猫道横向通道处临时搭建避雨休息
棚，见缝插针抢在索股干燥时完成索
股测量。

目前，伶仃洋大桥索股牵引仍在
进行，预计9月完成所有主缆索股架
设工作。而整个深中通道的岛隧工
程、桥梁工程也双线并进。其中，东人
工岛全面转入岛上隧道结构施工，西
人工岛正进行岛上匝道隧道主体结构
施工。沉管隧道累计沉放 28 个管
节。桥梁工程方面，中山大桥已合龙，
正开展路面及附属设施施工。深中通
道项目计划2024年建成通车。

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
左幅主缆索股架设完成过半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7月25
日，市政协主席王开洲主持召开政协
第十届珠海市委员会第四次主席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市委常
委会暨市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
挥部）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
意见。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新
疆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
涵丰富，对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
治疆方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
展和安全等作出了重要指示。要充
分发挥政协优势和作用，助力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扎实推
进乡村振兴，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
众。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扎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教
育引导各界别群众团结奋斗，共同创
造更加美好生活。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改善民生、凝

聚民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深入贯彻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旗帜鲜明加强
全市政协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正风肃
纪反腐，为不断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及省委、市委关于疫情防控的部
署要求，全力支持、积极协助党委、政
府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坚决巩固
好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要充
分发挥政协的独特优势和桥梁纽带
作用，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和途
径，围绕“4+3”支柱产业就加快培育
壮大发展新动能、提振消费、稳外贸
等建言献策、献计出力。要立足本职
岗位，落实好市领导挂点督导镇（街）、
市直机关事业单位挂点联系社区等工
作机制，形成上下齐心、共创文明的工
作态势。 （下转02版）

市政协召开十届四次主席会议

□本报记者 李森

千帆竞发势如虹。这个夏日，比滚
滚热浪更“热”的，是珠海全力推动产业
发展的决心。

7月22日，珠海市派特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云”敲钟上市，珠海迎来今
年北交所“第一股”。7月7日，伴随着
桩机轰鸣，由高新区和格力集团重点打
造的格创5.0产业新空间项目开工建
设。就在同日，“珠莞同心、合作共赢”
金湾区5.0产业新空间推介会在东莞
举行，迅速汇聚起签约热潮……

动力澎湃，百舸争流。放眼今天的
珠海，从生产车间到产业园区，从招商
一线到项目现场，处处是滚烫的产业浪
潮，奋进的发展脚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
珠海高度重视、寄予厚望，亲切勉励珠
海经济特区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
高，要求加快珠海经济特区发展。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珠海在抢抓
机遇中稳步前行，在攻坚克难中砥砺奋
进，经济发展动能日益增强，彰显出强
大的韧劲和活力。

十年来，珠海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2年的1503.81亿元增加到2021年
的3881.75亿元，全省排名升至第6位，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2100家。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
32978元增加到2021年的64234元。

十年来，珠海持续把发展经济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由 2012 年的 3035.45 亿元增加到
2021年的5200.81亿元，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由2012年的644.84亿元增
加到2021年的1339.37亿元。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入选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格力电器自
2019年连续四年入选世界500强企
业，华发集团、纳思达进入中国500强
企业，77 家企业进入广东省制造业
500强企业……

怀揣梦想、锚定目标，珠海不惧风

雨、一路向前，用拼搏、奋斗和实干，交
出了一份优异答卷。

2021年12月，中国共产党珠海市
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明确把“产业第
一”摆在全市工作总抓手的首位，这在珠
海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极具标志性意义。

2022年4月24日，市委、市政府高
规格召开全市产业发展大会，重磅发布

“1+5+3”产业发展系列政策文件，以更
清晰的路线图、更明确的任务书、更紧
迫的时间表，吹响加快推动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冲锋号。

全面实施“六大攻坚行动”，培育壮
大“4+3”现代产业，加速构建产业链、
形成产业集群、打造产业生态。主动出
击抓招商引资，编制产业链图谱，精准
引进具有龙头引领和造血强链功能的
上下游重点产业项目。加快建设低租

金、高标准、规模化、配套全、运营优的
5.0产业新空间……

全市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靠前
发力出台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在全力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全面打
响产业发展攻坚战，把一切力量、一切
资源、一切服务都向制造业倾斜。

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和工业投资分别大幅增长 8.5%、
39.9%，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2.8、4.7个百分点，千万元以上
新开工项目533个、新竣工项目329
个，实际完成投资额508亿元，5.0产
业新空间实际开工面积 317 万平方
米，有力推动经济发展迎难而上、稳中
有进。

从缺“芯”的空白到产业规模和增
长速度位居粤港澳大湾区第二位。今
天，珠海已聚集100多家集成电路上下
游企业，过亿元收入规模的集成电路企
业达到22家，在设计和制造多个细分
领域具备全国领军优势，更剑指“千亿
级”目标全力进发。

集成电路产业的加速崛起，是珠海
全面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的一个缩影。

“我们对珠海经济发展充满信
心！”努力奔跑的特区建设者们，不断
见证着珠海的“变”与“新”，发出由衷
感叹。 （下转02版）

“我们对珠海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坚持“产业第一”，珠海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珠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迈上新台
阶。特别是近年来，珠海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加快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
区，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即日起，本报推出“奋进新征
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栏目，聚焦珠海各行业各领域十年来的发
展变化，全方位多层次反映珠海经济特区各项事业发展的非凡成就和
宝贵经验，进一步凝聚起推动珠海高质量发展磅礴伟力。敬请垂注。

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据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问天实
验舱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
京时间7月25日3时13分，成功对接
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交会对
接过程历时约13小时。

这是我国两个20吨级航天器首
次在轨实现交会对接，也是空间站有
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首次进行空间交
会对接。

随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于
7月25日10时03分成功开启问天实
验舱舱门，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这
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进入科学实
验舱。

后续，将按计划开展组合体姿态
融合控制、小机械臂爬行和大小臂
组合测试等在轨工作，并利用问天
舱气闸舱和小机械臂进行航天员出
舱活动。

“问天”“天和”完成交会对接

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进入实验舱

本报讯 记者靳碧海报道：7月25
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
动总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
贯彻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总结全市安全
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对下
一阶段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
动、再落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
会主任黄志豪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各区和各有关单位开
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情况汇
报，深入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
黄志豪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福
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级各部
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
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黄志豪强调，要深入总结、举一反
三、精准施策，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
巩固提升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成效，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向好。要严格要求，对发现的突出问题
建立清单、督促整改，对反面典型案例
进行通报，“对症下药”推出更多有针对
性的新招实招，坚决防范遏制较大事故
发生。要逐一排查，强有力推进自建房
安全整治行动，压实各方责任，拉网式
排查整治隐患，全面提升城乡房屋安全
管理水平。要上下联动，深入开展燃气

和化工安全大检查，围绕燃气规划、建
设、经营、运输、使用等各环节，开展全
链条摸底排查整治；深入推进大型油气
储存基地、化工园区、油气管道等领域
专项治理。要务求突破，狠抓安全生产
重点行业治理攻坚，对道路交通、建筑
施工、工贸行业、渔业船舶等领域的隐
患点加强研判分析，强化安全监管。要
全面整改，扎实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持续深化大型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老
旧小区、出租屋、涉疫重点场所以及重大
火灾隐患单位专项整治，加快推进出租
屋开设逃生窗口工作，严防“小火亡人”
和各类火灾事故。要立足于防大汛、抗
大险、救大灾，强化对极端天气的精细化
预报，抓好水利工程、市政工程、地质灾

害隐患点等巡查排查和隐患治理，坚决
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要求，周密细
致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

黄志豪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紧跟过
程、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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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做到压实责任不松懈、严格执法
不手软、消除隐患不漏管、有效应急不
失控，确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部署落到
实处、见到实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
造安全稳定环境。

市领导杨川、吕红珍、胡新天、覃
春、谢仁思、李秉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领导牛敬参加会议。

全市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总结会议召开

总结经验、找准问题、精准施策
全力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7 月 25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进
入问天实验舱。航天员陈冬（中）、刘洋
（右）、蔡旭哲进入问天实验舱。

新华社发

建设中的伶仃洋大桥。 本报记者 李建束 通讯员 陈旭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