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号令四面 组织八方
——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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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开幕还有 天45

全国政务热线发展高峰论坛在珠海举办

珠海12345热线
10年处理群众诉求1208万件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强调

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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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HAI SPECIAL ZONE DAILY “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
全球领先地位，充分体现了我国防控
疫情的坚实实力和强大能力，充分彰
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显著优势。”2022年3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掷地有声。

从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
到与不断变异的病毒持续较量；从
2020年成为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正增
长的主要经济体，到2022年经济顶住
压力走出一条修复曲线……两年多
来，中国是世界主要大国中新冠肺炎
发病率最低、死亡人数最少的国家，统
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
好的成果。

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
冲击，让中国不断化危为机，稳步前
行。

经受住一场场严峻的疫情防
控考验：党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
时最可靠的主心骨

夏末，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红色殿堂记载着百年峥嵘岁月，
为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留下专门
一页。

一幅幅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画
面、一件件写满签名的“白衣战袍”，让
络绎而来的参观者仿佛回到两年多前
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下转02版）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在中国新
闻社建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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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来贺信，向中新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
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中
新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坚持为
侨服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希望中新社以建社70周年
为新的起点，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
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
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积极联系海外华
文媒体，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
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23日上午，庆祝中国新闻社建社70

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
部长尤权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说，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
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突出中新特
色，面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
会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
心相通，不断壮大海外知华友华“朋友
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

和力量。
会上，中新社负责人和老同志、青年

职工代表发言。
中新社由中国新闻界和侨界知名人

士发起，于 1952 年 10 月 1 日正式成
立。目前，该社有52个境内外分社，建
立了24小时不间断的信息发布系统，
形成了覆盖海外大多数华文媒介的用户
网络。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第十四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今年11
月8日至13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
行。9月23日下午，第十四届中国航展
门票销售暨《我与航展共成长》图文征集
启动仪式在珠海举行，标志着本届航展
公众日门票正式开售。本届航展公众日
门票全部由官方渠道独家销售，未授权
任何代理机构进行销售。

三类门票售完即止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公众日为11月
11日至13日，每天开放时间为9：00-

17：00。观众可使用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外
籍人士护照四类证件进行购票和入场。
所有票种均在指定日期当日一次入场有
效。

本届航展门票采用实名制购票，均
为身份证票，公众日每天售票4万张，售
完即止。公众日门票共设三类票种，分
别是：个人票，适用于所有人员，票价
500元/人；优惠票，适用于60周岁以上
（1962 年 11 月 11 日前出生）、18周岁以
下（2004年11月11日后出生）人员，票价

350元/人，婴幼儿童不免票；航展套票，
个人票+地面动态演示区票，票价700
元/人，优惠票+地面动态演示区票，票
价550元/人。

本届航展公众日门票均由珠海航展
有限公司官方渠道独家销售，未授权任
何代理机构进行销售，航展现场及入口、
周边停车场等均不设门票销售点和兑换
点。官方售票平台分别为：“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官方网站（www.airshow.
com.cn）、“中国航展”官方微信公众号、

“珠海航展”微信小程序、“珠海航展”
APP。票务咨询热线4008800113。

开通专线预约乘车

本届航展公众日期间开通珠海市内
航展专线、跨市航展客运专线，加密广珠
城际和蛇口港-九洲港班次，并在小汽
车外围停车场设置接驳公交，观众选择
公共交通前往观展更便捷。

在市体育中心东门、香洲总站、九洲
港客运站、城轨珠海站、华发商都、斗门
汽车客运站、横琴口岸汽车客运站7处开
通珠海市内直达展区的航展专线，观众须
凭航展门票免费预约乘坐。

（下转02版）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门票正式开售
公众日门票由官方渠道独家销售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9月
22日至23日，2022年（第四届）全
国政务热线发展高峰论坛在珠海
举办。本届高峰论坛以“提升政
务热线服务能力，助力数字政府
建设发展”为主题，各省市政务热
线管理部门参会。

论坛上，珠海 12345 热线以
《10年磨一剑，珠海12345为民而
创，利民而行》为题展示了近10年
的经验成果。2012年12月，珠海
率先在广东开通12345热线，整合
46条政务服务热线，对接83个企
事业单位，基本实现全市政务热
线的全面归并，开通10年以来，累
计处理企业群众诉求1208万件。

珠海 12345 热线积极构建
“1+5+N”工作体系。打造“一条
专线”，提供电话、人民网、粤省
心、市长信箱等9个渠道，与110、
120及119实行三方通话，打造助
企纾困政企直通车，当好疫情防
控总客服，全方位为企业群众提
供“一站式服务”。2022年珠海
12345 热 线 共 受 理 市 民 诉 求

167.13万件，市民对话务服务满
意度高达99.14%。

聚焦“五个维度”，推出“海
鸥听声”指数，创新建设珠海
12345社情民意洞察平台，对人、
域、事3类对象进行4级预警，实
现全市1336个网格动态感知，帮
助承办单位及时发现处理苗头
性、突发性、群体性事件，辅助实
施精准决策。

构筑“N+”高效运转的服务
体系，创新推出智能语音机器
人、文本机器人、全量质检、坐席
辅助、智能分派、智能外呼等智
慧化手段，不断提高话务服务效
率。搭建5G视频坐席，创新政民
沟通渠道，提高企业群众通话体
验。定期开展“试客”活动，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公众走进
热线平台，增进对热线工作的理
解；与珠海市技师学院签订政校
合作协议书，加强产学研用融合，
打造热线定制班，今年以来为80
余名学生授课，第一批20人已在
热线开展为期一年的实习。

本报讯 记者罗汉章报道：
9 月23日上午，在全国、全省安全
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市委副
书记、市长黄志豪立即召开会议研
究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
实国家、省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当
前形势，对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
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

黄志豪强调，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
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
方责任，进一步落细落实安全生
产和防灾减灾各项措施，着力营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全
面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聚焦
建筑施工、自建房、道路交通、危
化品、工贸、城镇燃气等重点领

域强化安全监管，着力防范秋冬
季节森林防灭火和消防安全风
险，切实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零容忍、严惩
戒，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
经营行为，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要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以大
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提前
做好紧急处置工作预案，配好配
优关键应急装备，进一步加强值
班值守和应急联动，确保一旦出
现突发事件能在第一时间有效
处置。要加强预警监测，强化对
台风、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
天气的精细化预报，及时滚动发
布信息，及早做好预报预警，广
泛普及防御知识，引导群众做好
防灾避险工作。

市领导胡新天、覃春、谢仁思、
戴伟辉参加会议。

黄志豪主持召开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
9 月23日，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
主办、澳门旅行社协会承办的第十
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
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开
幕。作为本届澳门旅博会协办单
位之一，横琴首次以粤澳深度合作
区的形象亮相，向各地观众展示合
作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及一年来
产业发展成果，11家横琴文旅代
表企业随团参展。

本届澳门旅博会展场面积约
2.3万平方米，设置830个实体展
位，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428
家展商通过线上和线下形式参
展。旅博会期间将举行约50场旅
游推介会、论坛和活动，让参会者
了解行业资讯及各地旅游资源。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次于澳
门旅博会亮相，专设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展区，展区设计以深沉稳重
的蓝色与纯洁静谧的白色为主色
调，凸显自然、休闲、国际、高端的气
质。展馆吊顶由数个圆环交织组
成，寓意粤澳双方圆融通润、彼此交
融、深度合作的和谐美好关系。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
展局联同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
区、法拉帝游艇、丽新文创天地、天
汇星、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
园、小可乐科技等横琴企业亮相澳
门旅博会，现场与众多专业买家进
行业务交流，吸引了许多观众及参
展商驻足参观、咨询。

“原来横琴有这么多文化旅游
产品，还有很多是和澳门合作推出
的。我们打算下个假期就去横琴

旅游，期待横琴和澳门能继续合作
推出更多旅游产品，丰富我们的出
行选择。”前来参观的澳门观众兴
奋地说。

澳门旅博会首日，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旅游协会与澳门旅游商
会、澳门旅行社协会、澳门旅游业
议会签订了《琴澳旅游业界深度合
作协议》，琴澳两地旅游业界将进
一步加强合作、整合资源，助力横
琴文旅会展商贸产业发展。

为进一步推介合作区文旅环
境，澳门旅博会期间，合作区经济发
展局还将组织特邀买家到横琴参加
文旅产业考察活动。活动共设计四
条特色参观线路，通过实地游览增
进特邀买家对横琴的了解，探寻“一
程多站”旅游线路合作和“一会两
地”“一展两地”新模式的开发前景。

文旅会展商贸产业是合作区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四
大主攻产业方向之一。今年是合
作区加快建设的关键之年，合作区
正积极推进琴澳“一程多站”旅游
精品线路、跨境大型品牌赛事活动
举办、元宇宙文旅场景建设等文旅
会展商贸合作项目，高水平建设横
琴国际休闲旅游岛，支持澳门世界
旅游休闲中心建设。

合作区首次亮相澳门旅博会
琴澳旅游业界签署深度合作协议

9月23日，广东省庆祝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在珠海市斗门区举行。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本报讯 记者李森 通讯员朱宗报
道：9月23日晚，广东省庆祝2022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在珠海市斗门
区拉开帷幕。市委书记、省委横琴工委
书记吕玉印致欢迎词。市委副书记、市
长黄志豪，市委副书记李彬出席活动。

吕玉印在致欢迎词时表示，今年是
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乡村振兴全面
展开的关键之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庆丰收、迎盛
会，具有更加特殊而重大的意义。珠海
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
作要求，以承办此次丰收节为契机，抢抓

“四区”叠加重大战略机遇，以“产业第
一、交通提升、城市跨越、民生为要”为工
作总抓手，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
的力量，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扛起扛牢粮食安全政治
责任、千方百计抓好粮食稳产增收，推动
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
丽，打造乡村振兴的珠海样板，为广东乡
村振兴迈进全国第一方阵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活动现场，珠海市发布强农惠农政

策。黄志豪介绍，预制菜产业是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载体，是农业工业化
的抓手，珠海重点以四大政策支持发展
预制菜产业：珠海市财政将为全市购买
预制菜装备的企业提供50%的贷款贴
息；珠海农商银行将提供100亿元的预
制菜装备贷；珠海格力电器将成立预制
菜装备制造公司，打造1000亿元规模
的预制菜装备产业；珠海斗门区高标准
建设312平方公里的现代生态农业园
和预制菜“灯塔”产业园。珠海将全面
发力预制菜产业，促进“三农”发展、助

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迈上新
台阶。

今年，珠海首次成为广东庆祝丰收
节系列活动的主场。活动以“庆丰
收·迎盛会”为主题，以丰富多彩的形式
展现广东“三农”发展成效和农民群众
的时代风采；驻镇帮镇扶村干部、带领
产业发展的新农人们讲述发生在身边
的丰收故事；广东省乡村振兴成果专题
片重点展现了近年来全省乡村振兴取得
的显著成就。

市领导吴轼、胡新天、戴伟辉参加
活动。

▶▶专题报道见03版

吕玉印黄志豪出席广东省庆祝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