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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致辞

携起手来，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2
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
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
上致辞。
习近平指出， 地球是我
们的共同家园。 要秉持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 携手应对
气候环境领域挑战， 守护好
这颗蓝色星球。
习近平提出3点主张。
第一， 加大应对气候变
化力度。 二十国集团要继续
发挥引领作用，在《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导下，推
动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全面有效实施。 中方宣布中
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
度， 力争二氧化碳排放2030
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 中国将坚定不移
加以落实。
第二， 深入推进清洁能

源转型。 中方支持后疫情时代
能源低碳转型， 实现人人享有
可持续能源目标。 中国建成了
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系统，将
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
用，加快新能源、绿色环保等产
业发展，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
第三， 构筑尊重自然的生
态系统。 中方支持二十国集团
在减少土地退化、保护珊瑚礁、
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等领域深化
合作， 打造更牢固的全球生态
安全屏障。 中方诚挚欢迎各方
出席明年5月在昆明举行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 期待大会为未来一
个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
定目标，采取行动。让我们携起
手来， 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
界！
■据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

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全球大市场
国家 主席 习近 平 11 月 22 日
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二阶
段会议， 重点阐述关于可持续发
展问题的看法。
习近平指出，要打造包容性、
可持续、有韧性的未来，不断推进
全球减贫事业至关重要。 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 我们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需要拿出切实举措。
第一，坚持发展优先理念。以
落实联合国2030年 可持 续发 展
议程为引领，加强发展合作，缩小
南北发展差距。
第二， 采取全面均衡政策举

措。精准施策，应对因疫致贫返贫。
既要落实缓债倡议， 也要继续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必要融资支持， 推动
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
第三，营造良好国际经济环境。
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以贸易促
减贫、促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
融入全球大市场。 发挥数字减贫作
用，为中小企业、妇女、青年等弱势
群体提供更多脱贫致富机会。
习近平强调，中国即将提前10年
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目标。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对世
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愿同各
国一道，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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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现代京剧
《向警予》预演

共商双赢大计
助力湖南腾飞

11月22日晚，湖南省京剧保护
传承中心创排的革命现代京剧 《向
警予》在湖南戏曲演出中心预演。革
命现代京剧《向警予》讲述了向警予
就义前最后1年的生命历程，展现向
警予追求理想、 忠于信仰的革命精
神和高尚品格。接下来，《向警予》主
创团队将继续修改打磨，在2021年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正式对外演出。
■记者 何佳洁 摄影报道

许达哲毛伟明与贺东风一行座谈
本报11月22日讯 今天
下午，省委书记许达哲，省委
副书记、 省政府党组书记
毛 伟明在长沙与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贺东风一行座谈，就
进一步加强省企合作进行深
入交流。
省领导谢建辉、张剑飞、
陈飞参加。
“很高兴能和诸 位 共商
双赢大计、 助力湖南腾飞。”
座谈中， 许达哲说， 今年以
来，湖南有力有效应对疫情、
汛情影响， 统筹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巩固了
稳中向好、 稳中有进的良好
发展势头。下一步，我们将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 全力
打 造“三 个 高 地 ”、 担 当“四
新” 使命、 落实五项重点任
务。中国商飞承担着打造“国
之重器”的使命，湖南在航空

航天领域拥有独特的研发、产
业优势， 近年来双方合作进展
迅速、成效明显。希望双方下一
步继续发挥互补优势， 在科研
攻关、产业 项 目建 设、人 才 培
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在
服务好国家重大需求的同时，
助力 湖南 先 进制 造业 高 质 量
发展。
贺东风介绍了中国商飞的
发展历程和国产大飞机项目有
关情况。他说，湖南发展航空产
业具有独特优势和良好基础，
中国商飞对深化双方合作充满
信心， 将进一步加大在湘投资
和项目布局力度， 为湖南加快
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打造“三个
高地”作出更大贡献。
在湘期间， 贺东风一行将
出席“2020走进中国商飞”合
作对接会、2020中国商飞-湖
南民机产业培育会， 考察大飞
机地面动力学试验平台、 长沙
鑫航机轮刹车有限公司、 湖南
飞宇装备有限公司。
■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刘笑雪

汝城等获评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本报11月22日讯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今天上
午， 湖南省第六届生态文明
论坛·永定年会正式拉开帷
幕。会上，西洞庭管理区、平
江县、汝城县、祁阳县、东安
县、道县、宁远县、芷江侗族
自治县、靖州苗族自治县、洪
江市、鹤城区、慈利县、桑植
县等13个县（市、区）获评第
二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市、区）称号。

据悉，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
决策部署， 发挥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市、区）的典型引领作
用，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
展了第二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市、区）评选工作。经审
核，汝城县等13个县（市、区）达
到考核要求。
■记者 和婷婷

展的美好世界。
与会领导人表示， 二十国集团
应加大支持发展中国家克服疫情，
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 缩小数字鸿
沟，消除贫困，赋予妇女和青年更多
教育和就业机会，落实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实现包容性发展。减少
碳排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合力应
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
性挑战。
峰会通过了 《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利雅得峰会宣言》。
丁薛 祥、刘 鹤、杨 洁 篪、王 毅、
何立峰等参加。
■据新华社

毛伟明赴韶山瞻仰并调研时强调

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本报11月22日讯 今天，省委
副书记、 省政府党组书记毛伟明
专程来到韶山，向毛泽东同志铜像
敬献花篮， 并听取湘潭市和韶山
市工作汇报。他强调，要传承红色
基因，发扬革命传统，打造“三个
高地”、践行“四新”使命，加快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陪同。

一业兴带动百姓富
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韶峰巍巍，松柏青翠。毛伟明
首先来到毛泽东广场， 缓步登上
台阶 向 毛泽 东同 志 铜像 敬 献 花
篮，并向伟人铜像鞠躬致敬。雨后
初霁的韶山天色清新， 毛伟明一
行考察了韶山村长冲美丽乡村示
范片区。 得知韶山村村级集体收
入突破1000万元后， 毛伟明高兴
地说：“一业兴带动百姓富。 要不
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促进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惠及更多人
民群众。”
在听取了湘潭市、 韶山市工
作汇报后， 毛伟明说， 每次来韶
山， 都是一次思想上的新洗礼、

认识上的新提高， 是一 次理 想 信
念、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和“四个自
信”的再教育。以 毛泽东同志为代
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我
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我们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着力解决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
毛伟明说， 湖南是一座没有围
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新时代发扬
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就是要
坚定“四个自信”，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对党情、国情、世情的判
断上来，面对新挑战、争创新优势、
实现新成效；就是要牢记初心使命，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
的奋斗目标，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就是要从党的光辉历
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始

终铸牢理想信念之魂， 站稳人民立
场，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
展、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担当、体
现作为。

传承红色基因，首先要
把毛主席的家乡建设好
毛伟明强调，湘潭是伟人故里，
韶山是毛泽东同志的故乡。 发扬革
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首先要在这
里见到实效， 把毛主席的家乡建设
好。 希望湘潭和韶山认真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把推动高质量
发展作为主题， 把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作为主线， 以改革创新为根
本动力，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 加快推动湘潭和韶山高
质量发展。
调研期间， 毛伟明一行还考察
了三一（韶山）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并参观了毛泽东同志故居、 中共韶
山特别支部历史陈列馆等。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