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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欢迎日方积极参与新时代中国发展进程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26 日
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
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
习近平欢迎安倍正式访
华， 赞赏安倍近年来多次表
明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积
极意愿。习近平指出，中日是
近邻，两国利益高度交融。作
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有重要
影响的国家， 中日关系长期
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人
民根本利益， 也是本地区和
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今年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
年。1978年，两国老一辈领导
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以法
律形式确定了两国持久和平
友好大方向， 为双方开展互
利合作、 谋求共同发展以及
妥善处理历史、 台湾等敏感
问题提供了坚实遵循和保
障。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
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
现积极势头。 这值得双方共
同珍惜。 双方要遵循中日四
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
则，坚持和平友好大方向，持
续深化互利合作， 推动中日
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得到
新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
中日两国在双边领域相互依
存日趋加深， 在多边层面也
拥有更加广泛多元的共同利
益和共同关切。 双方要开展
更加深入的战略沟通， 发挥
好两国多层次、 多渠道的对
话机制作用， 准确把握对方
的发展和战略意图， 切实贯
彻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
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加强
正面互动，增进政治互信。中

国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开放的
大门将越开越大。中方欢迎日
方更加积极地参与新时代中
国发展进程，实现两国更高水
平的互利共赢。要开展更加广
泛的人文交流， 增进相互理
解，鼓励两国各界特别是年轻
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
要开展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
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
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要开展更加紧密
的国际合作， 拓展共同利益，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应
对全球性挑战， 维护多边主
义，坚持自由贸易，推动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
安倍晋三表示，很高兴能
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
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正式
访华。希望通过此访，双方能
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
关系新时代。 日中互为邻邦，
应当按照互利合作、互不构成
威胁的精神，根据两国间四个
政治文件确认的共识推进双
边关系，并为国际和地区和平
和维护自由贸易作出贡献。这
也是国际社会和本地区国家
的普遍期待。日方欢迎和支持
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
愿继续积极参与中国发展进
程。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
高层及各层级交往，持续改善
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妥善管
控好双方分歧，推进日中战略
互惠关系深入发展，共同致力
于地区稳定与繁荣。“一带一
路”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方愿
同中方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
包括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会见。
■据新华社

戊戌年公祭舜帝大典举行
许达哲主祭
本报10月26日讯 今天
上午，由省政府主办，永州市
政府、 宁远县政府承办的戊
戌年公祭舜帝大典， 在中华
民族人文始祖舜帝有虞氏安
寝之地——
—宁远县九嶷山举
行。 省内外各界近万名嘉宾
参加祭祀典礼。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主祭。
副省长吴桂英主持祭典
仪式， 省领导和老同志王克
英、刘莲玉、贺安杰、喻军、唐
之享，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等
出席。
8时58分，戊戌年公祭舜
帝大典正式开始， 全场凝神
肃立，气氛庄严，在悠扬的古
乐下， 主祭人向舜祖上香及
各界嘉宾依次向舜帝敬献花
篮; 全体参祭人员向舜帝深
鞠三躬，虔诚致敬，深情缅怀
舜帝的地德天功、浩瀚恩泽。
主祭人许达哲恭读 《祭舜帝
文》， 颂扬舜帝丰功伟绩，表
达三湘儿女弘扬舜帝精神，

传承中华文明， 凝心聚力，砥
砺奋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战略目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湖南篇章而努力奋斗
的雄心壮志。
舜辉天下， 光照日月，读
毕祭文，许达哲将祭文帛书置
于香炉中焚化， 告慰舜帝英
灵。礼炮、古乐再次响起，祭典
仪式圆满告成。
舜帝是中华上古五帝之
一， 中国道德文化的创始人。
九嶷山舜帝陵自夏朝始建以
来， 一直为祭祖朝圣之所。此
次公祭，是2005年以来省政府
举办的第五次公祭舜帝活动。
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
政府主要负责人，舜帝陵基金
会、 炎帝陵基金会负责人，海
内外华人华侨、 舜裔宗亲代
表， 舜文化高峰论坛专家学
者，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出席公
祭大典。
■记者 刘璋景

全省基层院团
浏阳汇演
10月26日晚，演员表
演阳戏《侗山红》。当天，为
期19天的湖南艺术节全省
基层院团展演暨第五届欧
阳予倩艺术节在浏阳市欧
阳予倩大剧院圆满落幕。
艺术节期间， 来自全省的
19个院团带来了18个 剧
目、5个剧种的10场演出，
让浏阳市民在家门口过足
戏瘾，尽享传统文化魅力。
傅聪 龙文泱 摄影报道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和全国有关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乡村振兴扫黑除恶等工作

把扫黑除恶与反腐、“拍蝇”结合起来
本 报 10 月 26 日 讯 今 天 下
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 以及全国党委秘书
长会议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推进会议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
实意见。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带着感情和
责任做好乡村振兴工作， 将其作
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真
正把“三农” 工作做到农民心坎
上， 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遵循乡
村建设规律，保持定力和耐心，找
准阶段性突破口， 守住农村改革
发展底线。 要补齐农业农村发展
短板，紧盯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 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差距和短
板，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推动
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社会事业
向农村覆盖。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
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两个维
护”“四个意识” 贯穿于湖南改革
发展实践全过程、各方面，与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地结合
起来，坚决防止“两个维护”中的
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甚至功利
化问题， 始终做到党中央提倡的
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
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会议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首届“三湘民营企业家论坛”长沙举办

三湘银行将为省工商联
会员企业授信600亿
本报10月26日讯 就在
全国工商联刚刚发布 《改革
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
家名单》 过后两天，“三湘民
营企业家论坛” 今日在长沙
召开，150位湖南民营企业负
责人和代表参加， 围绕“今
天， 我们怎样做民营企业”、
“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精神与
责任” 等主题进行了演讲和
讨论。论坛由省工商联主办、
湖南三湘银行承办。
论坛旨在促进和深化湖
南乃至全国民营企业家之

间、 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及专家
学者的交流、协调与合作，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打造
省工商联服务会员企业、 破解
融资难题的品牌活动。据了解，
该论坛今年为首届召开， 今后
将每年一次。
论坛上， 省工商联与三
湘银 行 签署 战略 框 架合 作 协
议，未来三年，三 湘银 行将 为
省工 商联 会 员企 业提 供 人 民
币 600 亿 元 的 意 向 性 融 资 总
额度支持。
■记者 杨田风

署。一段时间以来，我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深入推进，特别是侦破了
文烈宏涉黑组织案、夏顺安“私人
湖泊”案、陈杰人“以网牟利”案等
一批案件，大快人心、反响良好。要
认真总结前段经验教训，保持高压
态势， 持续提高专项斗争的组织
化、专业化、法治化、社会化水平。
要持续聚焦社会影响恶劣、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重点行业领域，推进
扫黑除恶常态化、长效化，把扫黑
“
拍蝇” 结合起来，坚
除恶与反腐、
决同步查处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和
“保护伞”。要加强源头治理，坚持
边打边治边建，持续整顿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
生的土壤，坚决打赢扫黑除恶这场
硬仗，让三湘人民过上更加安定和
谐的生活。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记者 贺佳

《国礼》长沙首映
本报10月26日讯 今天上午，
全国首部湘绣题材电影 《国礼》在
省委礼堂首映。省委常委、省委宣
传部部长蔡振红，省军区副政委许
凤元等出席首映仪式。
《国礼》 由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与湖南湘绣城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由王晖、唐国强、杜娟、王嘉等中老戏
骨集体演绎，11月30日在全国影院上
映。它讲述了湘绣的传奇故事。
据《国礼》编剧曾理介绍，同为
四大名绣之一，苏绣已有《梅花巾》
《凤穿牡丹》《天堂绣》 等多部影视
剧，湘绣很多年来却一直缺少大众
喜闻乐见的影视创作，电影《国礼》
终于填补了空白。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余林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