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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6 月 11
日，省政协党组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省政
协主席、党组书记姚增科对开展主
题教育提出要求。省政协副主席、

党组副书记陈俊卿主持并讲话，省
政协副主席李华栋、谢茹、汤建人、
刘晓庄、张勇、肖毅、雷元江出席。

姚增科指出，开展主题教育，要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总要求，一句一句对照检省
自己，检省所在单位和部门，把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体现始终；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敷衍应付
走过场，把总书记要求和指示批示
件件抓到位、党中央重大决策项项
落到底。要充分发挥江西独特的
红色资源优势， （下转第3版）

省政协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姚增科提出要求

（详见第3版）

（详见第3版）

习近平在塔吉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携手共铸中塔友好新辉煌

本报讯（记者刘勇、骆辉）6月12日，2019国际产学研
用合作会议在南昌举行。省委书记刘奇、教育部副部长孙
尧、乌克兰教科部副部长罗曼·格列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副省长吴晓军主持开幕式。

刘奇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与会
嘉宾表示欢迎。他指出，2018 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以
来，我们深化合作格局、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与国内外高校
交流合作取得良好成效。感谢教育部的关心支持，我们将
倍加珍惜、充分利用好这个国际性合作交流平台，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持续推动
创新创造。

刘奇指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
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同各方
一道加强重点产业合作，围绕建设航空强省、“物联江西”、
打造VR产业高地等实施一批产学研用联合攻关的重大项
目，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科技平台建设，打造一批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创新能力水平；
深化科技人才交流，引进一批创新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新
团队，强化创新支撑保障；健全完善工作机制，鼓励更多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深入参与，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

孙尧指出，本届会议是总结首届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
议成果的大会，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峰
会上提出的新思路和新构想的大会，是学术交流、共建共
享的大会。江西是我国重要的材料、航空及通用航空等领
域的产业基地，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发展、人才
培养和大学建设，积极开展教育领域国际合作，提升办学
水平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力。本届会议聚焦江西的
发展特点和需求，致力务实有效推进新材料、信息技术以
及航空、通用航空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教育部愿与各国
教育部门一道，共同推动大学与大学、大学与企业、大学与
科研院所的合作，汇集各国智慧，让国际产学研用合作结
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罗曼·格列巴指出，乌克兰积极融入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经济、政治、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特别是在
教育领域实现了科研联合攻关、人才联合培养、资源成果
共享。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推进乌中高校、科
研机构、企业，在信息、技术、能源、农业、科研等更多领域
开展深度合作，推动乌中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开幕式上，南昌大学等省内高校与俄罗斯、乌克兰等
国家有关高校院所签署了合作协议。会议期间，来自中
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高校、
企业、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超高温材料与应用、信息
材料与应用、智能制造与装备领域、人工智能、航空技术、
通用航空等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20 1 9

国
际
产
学
研
用
合
作
会
议
在
昌
召
开

刘
奇
出
席
开
幕
式
并
致
辞

离京对吉、塔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合组织、亚信峰会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本报澳门讯 （特派记者李冬明）
6月12日，省长易炼红在澳门会见了澳
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会见时，易炼红介绍了近年来江西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感谢澳门长期以来
对江西发展的支持和帮助。易炼红说，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要求我们充
分利用毗邻长珠闽的区位优势，主动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对接粤港澳大
湾区，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澳门是粤
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是祖国内
地与世界各地特别是葡语国家交流合
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近年来，在中央
的支持下，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创
新治理，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令人钦佩。希望借鉴澳门先进经验，依

托澳门开放平台，密切赣澳两地在经
贸、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和中医药等
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乃
至全球的更多产业、项目、资金和人才
等向江西转移，实现共同发展。

崔世安表示，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澳门致力于建设“一个中心”

“一个平台”，即世界休闲旅游中心、中
国和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推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澳门愿发挥自身
优势，进一步推动澳赣两地拓展合作空
间、提升合作层次，共同服务国家发展
大局。江西红色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
美，希望把江西作为澳门青年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让爱国爱澳核心价值薪火
相传。

易炼红会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本报澳门讯 （特派记者李冬明）
6 月 11 日，省长易炼红在澳门会见了
中央驻澳联络办主任傅自应。

副省长吴忠琼、中央驻澳联络办
副主任姚坚参加会见。

会见时，易炼红介绍了江西经济
社会发展和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等情
况，感谢中央驻澳联络办对江西发展
的关心支持。他说，当前，江西正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
区，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努力在加
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在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描绘好
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中央

驻澳联络办在维护澳门繁荣稳定、促
进内地与澳门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中央驻澳
联络办一如既往地支持江西革命老
区发展，为江西借助澳门这个世界级
开放平台扩大开放牵线搭桥，推动赣
澳进一步夯实合作基础、拓展合作领
域、实现互利共赢。

傅自应表示，江西是革命老区，红
色资源丰富，生态和区位优势明显。澳
门正全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
经济转型升级、适度多元发展。中央驻
澳联络办将进一步推动赣澳深化经贸、
文化、教育、旅游和中医药等领域的交
流合作，助推两地高质量发展。

易炼红会见中央驻澳联络办主任傅自应

本报于都讯 （记者卞晔）用双脚
追寻先烈光辉足迹，用笔触弘扬伟大
长征精神。6 月 12 日，参加“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活动的各路记者，在于都县、
瑞金市继续深入开展采访报道。江西
红土地上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长征故
事，正通过记者们的笔触和镜头，传递
出革命初心的恒久力量。

顶烈日、冒骤雨，由本报派出的7
路记者，用实际行动历练“四力”，深入
挖掘长征路上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在于都，本报记者在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纪念馆，透过一双绣球草鞋，讲述革
命者谢志坚和春秀姑娘间的凄美爱情
故事。在罗坳镇石尾渡口，记者通过
当年老船工李声仁的儿子李明荣的讲
述，再现船工为了掩护红军渡河，不产
生炊烟明火，就着河水吞咽生大米果
腹的义举。

在瑞金，本报记者冒雨来到麻
地村，感受该村红色文化传承者刘
海东、钟同福身上，十余年如一日坚
持挖掘当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的可贵品质。当年，千余人的村
庄就有 186 人参加红军和到苏维埃
政府工作，在沙洲坝镇洁源村村史

馆，记者还探寻到“七子参军”，欧阳
氏“七个儿郎当红军”的故事正激励
着这个红军村，今日奋勇奔跑在振
兴发展路上。

从红军战士睡在屋檐下，到苏区
人民把仅有的粮食分给红军，在于都
两天的采访中，人民日报研究部主编
薛贵峰被红土地上的长征故事深深打
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是我们这代人的新长征。”他表示，
如今，我们正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同时也面临来自国
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这更加需
要我们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
强的革命意志奋勇前进。

在各路记者深入开展采访的同
时，作为“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
的配合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从6
月12日起，在于都开展文化文艺慰问
活动，组织主持人、表演艺术家、文艺
创作者、青年演员用小分队基层演出
的方式，在主题采访沿线的乡镇、社
区、机关、学校慰问党员干部群众，受
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

（下转第3版）
相关报道详见第5版

挖掘长征人物故事 传递革命初心力量
“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在赣深入推进

山叠万峰，溪回百线。
处江西东南、居三省交界的寻乌，因东

江源头——寻乌水而得名，境内938座高山
峰峦叠翠，547条河溪流水潺潺，山水丰泽，
物华天宝。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毛泽东、朱德、
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
从事过伟大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在这写
下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光辉
著作。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素有“稀土王
国”“中国蜜橘之乡”“中国脐橙之乡”美誉的
寻乌，一张张亮丽的名片背后，是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人文历史、客家民俗，是厚积薄
发的后发优势。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寻乌，这片红色的热土，正以奋发昂扬

之姿书写新的时代荣光。

对口支援，特区老区心连心
同饮一江水，亲如一家人。
在5月份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一个以客家围
屋形象为外部造型的展台吸引了不少参观
者的目光。

这是今年首次参展文博会的寻乌展台。
“这么大的展览面积，全是深圳方面无

偿支持的。”寻乌县网宣办主任蓝玉林感激
地说，通过文博会这扇窗口，很好地推介了
当地丰富的农产品和文化旅游资源，“东江
源头、红色橙乡”，寻乌由此走出了大山，走

向深圳，走向世界。
近年来，在中宣部、深圳市大力支援帮

扶下，寻乌老区焕发出勃勃生机。
南桥镇南龙村是中宣部对口帮扶的贫

困村，以“党建+”为引领，通过产业就业并
举、危房改造和空心房拆除、环境整治等举
措，促进群众脱贫致富，村庄面貌焕然一
新。同样是贫困村，古坑村如今风光秀美，
农家书屋+电商服务站里，村民们看书、打
牌、下棋，各得其乐。

感恩改革开放，回报全国人民。
“要抓紧、扎实推进寻

乌相关扶贫项目建设，深
化龙岗寻乌结对帮扶。”今
年4月，广东省委副书记、
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率深
圳市考察团到寻乌考察，

强调要配合协调省际基础设施建设、生态补
偿等工作，不折不扣完成好支援合作政治任
务，促进寻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区域
合作共赢发展。

帮扶老区，用心用情。
深圳市确定了龙岗区11个街道和4家

大型国有企业，与寻乌县15个乡镇建立全
面结对帮扶。特区老区互动频繁，不断推动

《深圳市与寻乌县支援合作工作方案》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下转第3版）

红 色 热 土 万 木 春
本报记者 张天清 郑 颖 香港文汇报记者 王 逍 深圳特区报记者 肖 意 方 胜

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12日电（记者
关建武、黄尹甲子）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
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开始对吉尔吉斯
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当地时间晚7时40分许，习近平乘
坐的专机抵达玛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
步出舱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
夫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
习近平献上鲜花和面包、蜂蜜，表达对
尊贵客人的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礼兵
沿红地毯两侧列队，行注目礼。

两国元首亲切交谈。习近平感谢热
恩别科夫亲赴机场迎接，向友好的吉尔

吉斯斯坦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
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两国山
水相连，人民世代比邻而居。古老的丝
绸之路将我们紧密连接在一起。当前，
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已
成为真正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访
问期间，我将同热恩别科夫总统就深化
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
路”、扩大各领域互利合作以及其他共同
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为中吉关系未来发展描绘新蓝图。相信
这次访问将巩固中吉传统友好，推动中
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比什凯克峰会对上海
合作组织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吉尔
吉斯斯坦作为轮值主席国，为筹备这次
峰会做了大量工作。相信在各成员国共
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取得丰硕成
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发展。

热恩别科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
访，表示我对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期待
已久。吉方感谢中方对吉尔吉斯斯坦举
办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大力支
持。吉尔吉斯斯坦同中国的新疆比邻而
居，对包括新疆在内中国的迅猛发展深
表赞叹，对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政府取得的成就深感钦佩。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陪
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杜德文
也到机场迎接。

结束在吉尔吉斯斯坦行程后，习近平
还将赴塔吉克斯坦出席在杜尚别举行的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
会并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2日乘专机离开北京，应吉尔吉
斯共和国总统热恩别科夫邀请，对吉尔
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比什
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下转第3版）

6月12日，省长易炼红在澳门会见澳门特首崔世安。本报记者 海 波摄

在位于南昌市高新区的江西
联创宏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里，有一条特别的“爱心生产
线”。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工人们
专心致志地对手中的电子配件进
行组装、加工，没有人交头接耳，
偶尔交流也是用手比划。原来，

他们都是聋哑人。
近年来，该公司在当地政府、

残联和相关机构的支持下，聘用
了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聋哑
人。在生产车间里，聋哑工人和
普通工人同工同酬，工作效率不
落下风。记者看到，在该公司表

彰优秀员工的光荣榜上，有半数
是聋哑人。

像联创宏声这样乐于支持
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在南昌还有
不少。目前，南昌市共有23家集
中安置单位，安置残疾人就业
394人。 （下转第3版）

助残脱贫 让生活充满阳光
南昌多措并举推动残疾人就业创业

本报记者 朱 华

中宣部援建的南龙村文化广场。 通讯员 彭绍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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