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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11月
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四届中
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俄能源合作是
两国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石，也是维
护全球能源安全的积极力量。面对

外部风险挑战，中俄双方加强沟通
协作，推进重大合作项目，显示出
中俄能源合作的强劲韧性，诠释了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广阔前景。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打 造 更 加 紧 密 的 能 源 合 作 伙 伴 关

系，促进能源清洁绿色发展，共同
维护国际能源安全与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为国际能源市场长期健康可
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同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第四届
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要恪守人民政协成立的初心和
使命，当好‘两个确立’的坚定拥护
者和忠实践行者，强化市政协机关党
员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思
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引导
委员将学习成效切实转化为凝聚共识
和建言资政的能力和本领，在凝心聚
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
的第一线积极践行党的二十大精
神。”近日，云南省昆明市政协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专题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部署政协
贯彻工作。

这是市政协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为
昆明市当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排头
兵”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日常镜
头。

作为云南省会和唯一特大城市，

昆明肩负着树标杆、当表率的重要使
命。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期间，中共云
南省委书记王宁明确提出：昆明要当好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排头兵。

围绕省委要求部署，昆明市打出产
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组合
拳”，发出了在全市开展“当好排头
兵”大讨论大竞赛活动的动员令。

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政协职能优
势转化为助力昆明当好排头兵的具体
实践成为今年刚开局起步的十四届昆
明市政协的履职靶心。年初，一份昆
明市政协转作风提质效行动工作方案
正式印发，锚定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这一主线，部署开展抓学习
强引领、大讨论大调研、强基础转作
风、比赶超当标兵、创品牌树特色等
行动，旨在大力推进作风革命、加强
机关效能建设，以自我革命精神助推

昆明高质量发展、当好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排头兵。

几个月来，百余次密集调研视察助
发展，《关于实施“四大行动”全面优
化我市营商环境的建议》等调研成果转
化为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打造18
个“协商在基层·春城面对面”工作示
范点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全市政协履
职工作呈现出全新气象。

▶▶▶转作风 一线实干显担当

“古渔村项目村落景观提升工程进
展情况如何？”“长江经济带生态治理保
护情况怎样？”“项目有没有对群众生产
生活产生影响？”今年6月，市政协主
席杨皕率调研组深入呈贡区卧龙古渔
村，开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情况调
研。（下转3版）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
——云南省昆明市政协开展转作风提质效行动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
半城湖”，一联道尽泉城济南风
貌。早在 1986 年，荷花就成了济
南的市花，所以提起荷花，济南人
人皆知。相比之下，平阴县虽然被
称为“玫瑰之乡”，平阴玫瑰也被
评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却暗
香 深 藏 ， 鲜 有 人 知 。 直 到 2021
年，玫瑰被增选为济南第二市花，
才在“荷谐玫好”的城市形象中大
放异彩。

平阴玫瑰的“逆袭”之路，离不
开济南市政协的“商量”平台。11
月 22日，“讲好‘中国式商量’故
事”网络主题采访活动记者团走进济
南市政协，了解了这段“玫好”的

“商量”故事。
“商量”是济南市政协打造的协

商平台。每年开展 8-10 个专题商
量，邀请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党政
部门、群众代表四方面人士参加，就

共同关心的话题深度调研、反复协商、
形成共识，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广泛传
播。自2017年创建以来，已经开展了
47个专题。

而“玫好生活、瑰丽绽放——做大
平阴玫瑰产业”，正是济南市政协在
2020年5月组织的专题商量主题。

要想破题，就得先找出问题。
（下转3版）

一段“玫好”的“商量”故事
张文敬 李晨阳 韩月 王亦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人才支撑提供了
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要充分认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对推
动湖北省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风险挑
战、加快湖北先行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使命
感。”11月 24日，围绕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湖北省政协主席孙伟
在参加省政协重大专项民主监督会议时
说。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北省副省长邵
新宇，省直部分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
省级各民主党派代表，省政协相关界别
委员代表，以及东湖高新区负责同志和
高新技术企业及湖北实验室代表齐聚省
政协，围绕“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为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湖北力量”开展互
动交流。全省各市州政协同时线上参
会，为加快湖北科技强省建设聚共识、
聚合力、献良策、促落实。

■ 从“压箱家底”到“最大增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五
次考察湖北。对“科技创新”，习近平
总书记念兹在兹。

省长王忠林形容湖北科教优势为
“压箱家底”。从高校数量、中央驻汉科
研机构数量、在鄂两院院士数量看，湖
北位居全国前列。然而由于多方面原
因，这一优势并未充分转化为发展优
势，甚至一度优势变短板，成为长期困
扰高校、企业和政府的一个难题。

解决科教优势与经济发展“两张
皮”问题，需要技术、人才、资本、
资源等要素进行碰撞、催化和裂变，
才能形成拉动增量的引擎。2019年，
省政协成立“创新强省建设”民主监
督小组，由省政协副主席郭跃进任组
长，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专职副主任等任副组长，相关委员为
组员，连续3年从“创新产学研深度
融合机制”“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
革情况”“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创
新”3 方面，深入分析，寻找症结，
提出建议。

4年来，专项民主监督小组成员深
入相关市州、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
不仅在监督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
提高认识与共识，也在监督中不断知情
明政、开阔思路，及时发现反映科技创
新成果突出的典型案例，通过个案问题
分析总结共性对策，通过坦诚交流了解
真实想法。

专项民主监督开展以来，省政协教
科卫体委员会结合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
委会会议、月度专题协商会、重点提案
督办会，以及社情民意信息等，不断完
善监督形式，点面结合强化民主监督效
果。在一次次的“红红脸”“坐不住”

“等不及”中，少谈成绩，多讲问题，
找出对策，形成共识和行动合力。

2021年，湖北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
元，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由13.3%增至20.63%。近

5年来，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
万 亿 元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数 量 增 长
171.2%；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98.1%。
湖北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由全国第10位
提高到第8位，排名中部第1位，进入全
国科技创新水平“第一方阵”。

此次专项民主监督会上，3部分别
来自省科技厅、省人社厅、省经信厅的专
题片，用一串串数字诠释着湖北科技创
新的红利，也让与会人员看到了湖北在

“创新赛道”上全力提速的强劲势头。

■ 为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湖北力量

“我们排名虽然提升了，但与‘标
兵’的指标差距还很大，与全国平均研
发投入强度还有差距。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
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湖北要抓住机遇
加快创建全国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注
重顶层设计，锚定笃行实干，系统推进
科技强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邵新宇
与大家互动交流时说。

相较于以往民主监督会议，此次会
议让大家耳目一新。协商发言环节侧重
委员提问与部门回应，“监督味”更浓了。

民主监督会议分3个专题进行。在
收看了推进科技强省建设专题片后，省
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蓉现场
提问：“专题片展示了令人振奋的成
绩，请问5年来，湖北省科技体制改革
有哪些走在全国前列？”

（下转3版）

激活“压箱家底”打造创新引擎
——湖北省政协重大专项民主监督持续助推科技创新记事

本报记者 毛丽萍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29 日 电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单行
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该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

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
演讲 《坚守初心 共促发展 开启亚

太合作新篇章》 和在亚太经合组织第
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 《团结合作勇担责任 构建亚太
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秋冬时节，晨曦初照，金溪河
畔，乘船顺流而下，远望，青山巍
巍、白云轻移、环绕山间；近观，
碧水悠悠、鸭鹅鱼虾、游戏水中，
这是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高唐镇革
命老区常口村映入万千游人眼中的
画面。

端起“绿饭碗”

“金溪流过我的家乡，无价之宝
的青山绿水，在这里闪光……”

11月中旬，跟着将乐县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宣
讲大篷车”走进常口村，远远传来的
《常口村规民约歌》把习近平总书记
当年对全村的殷殷嘱托唱进了人民群
众的心坎里。

1997年 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
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常口村调研。和乡

亲们站在老村部门口远眺对岸的山水
时，他语重心长地叮嘱，“青山绿水是
无价之宝，山区要画好山水画，做好山
水田文章”。

“25年前，我们村是一个‘三无
村’——没有一条水泥路，没有一幢
新房子，没有一盏能亮的路灯，人均
年收入不足 2000 元。”全国人大代
表、常口联村党委书记张林顺当时就
在现场，“总书记的话，让我们至今心
头火热。”

此后，村民们把嘱托总结成72个
字的村规民约，刻在石碑上，立在村
口，当作实践指南，以此唤醒万重山、
敲开致富门。

如今，石碑的不远处，是村民邱彩
立的家，不少村民正聚在这儿一起听

“大篷车”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芝麻、陈皮、茶叶……她家的擂茶

依然香醇，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喝过的

一样。“这里是幸福的味道，越喝越
浓！”乡亲们感叹。

从“擂茶生态一条街”走出，进入
“两山理论”孕育之地的“两山学堂”，
再到常上湖水利风景区……作为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
常口村二十余年如一日守好“无价
宝”，端起“绿饭碗”，吃上“生态
饭”。2021年，全村年接待游客约5万
人次，八成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村集体收入145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9万元，比1997年分别增长48
倍、12倍，走出了一条具有常口特色
的生态发展之路。

“如今，我们妇女都能在家门口创
业了。”村民罗培英将一个个捏好的兰
菇包整齐地排列在案桌上，蒸熟了便会
引来许多游客。村民孙桂英关上家门就
直奔不远处的研学基地食堂帮厨，“只
要有劳动意愿，都能找到活干，一年少
说也能赚两三万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如今，常口村
的干部村民更加明确了前进方向。

（下转3版）

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
——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的生态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新时代新时代 新征程新征程 新伟业新伟业
“要紧扣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和新

时代新征程中心任务，提前谋划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协商议题，以工作
新成效展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新作为。”

11 月 14 日上午，党的二十大代
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
兰·阿不都满金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在新疆政协机关进行了一
场“云端宣讲”：通过“线上线下”齐
发力，以“面对面、屏对屏”方式向各
地州市政协及政协各参加单位负责同
志、各级政协委员代表宣讲党的二十大
精神，在新疆各级政协组织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凝聚起
建设美好新疆的磅礴力量。

宣讲中，努尔兰·阿不都满金紧扣党
的二十大报告原文，从党的二十大的重
大意义、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主要成果、
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
等方面，通过原汁原味领学、重点详细分
析，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深入解读。

这是对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一次全面深入的辅导，也是对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次精准有力的指
导。精彩的宣讲、深刻的见解，引发强
烈共鸣。大家专注地凝视屏幕，认真聆
听、仔细记录，用心领会、加深理解，
纷纷表示将把这次宣讲报告的精髓吸收
好、消化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二十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

“宣讲报告主题突出，内容丰富，
阐释深刻，对我们做好州政协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具有非常好
的指导意义。”自治区政协委员、克孜
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政协主席古丽夏
提·西尔艾力表示，将以新思想定向领
航，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在全过程人
民民主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不断
推进政协工作提质增效，紧跟习近平总
书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各级政协委员聆听了宣讲报告也备
受鼓舞，履职热情更加高涨。自治区政
协常委、新疆农业大学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布娲鹣·阿布拉说，通过聆
听专题宣讲，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认识和理解，（下转3版）

为建设美好新疆凝心聚力
——党的二十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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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五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
分钟后，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27次飞行任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后的第4次载人飞行任务。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空间
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规划的12次发射任务全部圆满完成。图为航天员费俊龙 （中）、邓清明 （右）、张陆在出征
仪式上。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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