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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
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成立 20 周年之
际袁 中共中央总书记尧 国家
主席尧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6 日前往国家博物馆袁 参
观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成
就展遥 他强调袁 香港回归祖
国 20 年来袁 在中央政府和
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袁 香港
特别行政区实现各项事业全
面发展袁 取得世所公认的成
就袁 彰显出 野一国两制冶 强
大的生命力遥 20 年的实践
证明袁 野一国两制冶 不仅是
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
最佳方案袁 也是香港回归后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
度安排遥
习近平指出袁 我们要继
续 坚 定不 移 全面 准 确 贯 彻
野一国两制冶 方针袁 严格依
照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办事袁 更好推动香港各
项事业发展遥 希望广大香港
同胞与全国人民一道携手同
心尧 开拓创新袁 把握国家发
展机遇袁 推进 野一国两制冶
在香港的实践袁 为保持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尧 创造香港更
加美好的明天袁 为实现 野两
个一百年冶 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
克强尧 张德江尧 俞正声尧 刘
云山尧 王岐山尧 张高丽参观
展览遥
下午 3 时袁 习近平等领
导同志来到国家博物馆袁 在
全国政协副主席尧 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等陪
同下走进展厅参观展览遥 展
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
办袁 以 野同心创前路袁 掌握
新机遇冶 为主题袁 共分 野一
国两制冶尧 野香港近况一
览冶尧野一起紧握机遇冶尧野一起
拓展商贸冶尧野一起推陈出新冶尧野一起携手经历冶尧野一起紧扣相
连冶尧野一起凝聚力量冶尧野一起保育承传冶以及野结语冶等 10 个展
区袁通过大量图表尧模型以及多媒体互动内容袁全面展现香港回
归祖国 20 年特别是近 5 年来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遥
走进展厅袁 正对面是 野同心圆冶 互动装置袁 代表着香港同
胞和内地同胞齐心协力尧 携手合作袁 一起为国家发展贡献力
量遥 习近平走上前袁 欣然按下了触摸板袁 一颗澎湃的红心闪现
在面前的电子大屏幕上遥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五星红旗迎风高展袁 东亚运动会香江
健儿主场夺冠袁 四川震后香港援建项目传递同胞手足深情袁 建
设中的港珠澳大桥勾画大湾区发展广阔前景袁 野沪港通冶尧
野深港通冶 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内涵袁 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激
发香港国际化城市新的潜能噎噎一幅幅绚丽的图片袁 一组组翔
实的数据以及精彩的微缩模型和多媒体演示袁 吸引了习近平等
领导同志的目光遥 他们不时停下脚步仔细观看袁 认真听取工作
人员讲解袁 并详细询问有关情况遥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尧 中央书记处书记尧 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袁 国务委员袁 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参观了展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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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强调

抓好各项改革协同发挥改革整体效应
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
根据党中央部署，福建省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一年来，就重大改革
任务开展综合试验，在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责任体系、完善国土开发保护制
度、推动绿色惠民、强化生态监管、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取得一批经验

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党代表会议精神
本报讯 渊记者 黄国清冤 6 月 26 日袁 市委书记林宝
金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渊扩大冤会议袁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福
建省代表会议精神袁研究我市贯彻意见遥 市领导林庆生尧程
强尧李飞亭尧吴桂芳尧卓晓銮尧沈伯麟等出席遥
林宝金在传达省党代表会议精神后强调袁 全市各级
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省党代表会议精神袁 作为当前一项
重要的政治任务袁 认真组织学习袁 深刻领会精神袁 进一
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决策部署上袁 全力以赴做
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袁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遥
林宝金强调袁 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遥
牢固树立 野四个意识冶袁 增强 野四个自信冶袁 始终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遥 要进一步把 野四个意识冶 转化为在党爱党尧 在

林宝金讲话

党言党尧 在党忧党尧 在党为党的实际行动袁 始终在维护
党中央权威尧 维护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上保持清醒头脑尧
做到坚定不移遥
林宝金强调袁 要以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成效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遥 每位领导尧 每个部门尧 每个县 区
渊管委会冤 都要切实负起责任袁 抓紧推进 野一区尧 一中
心尧 五品牌尧 九行动冶 各项工作袁 确保每个月都有一批
项目开工尧 竣工尧 投产遥 要加快打造发展平台袁 发挥市尧
县区国有企业引领带动作用袁 推进 6 大专业园区尧 11 个
特色小镇和 3 个风景名胜区建设遥 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袁 开展产业链招商尧 平台招商尧 台资项目招商袁 实
施民资回归袁 继续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曰 推进项目过
程中袁 要合理有效利用资源袁 进一步增强集约利用土地
的意识遥 要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袁 持续加大投入袁 切实解

决教育尧 医疗卫生尧 养老等民生问题袁 不断提高公共服
务供给能力和共享水平遥 要坚持守土有责尧 守土尽责袁
从严从实做好各项维稳工作袁 确保政治安定尧 社会稳定遥
林宝金强调袁 要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团结奋进的
良好氛围遥 要高度重视舆论引导工作袁 广泛宣传党的十
八大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袁 聚焦团结稳定鼓劲尧 做大
做强正面宣传袁 把时代主旋律唱响尧 把发展信心鼓足袁
把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营造得更加浓厚遥 要以推进 野两
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契机袁 进一步把学习
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活动引向深入袁 发挥先进典型的引
领激励作用袁 引导党员干部对标先进找差距尧 奋起直追
争一流袁 营造创先争优尧 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遥 要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袁 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袁 加强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袁 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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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规模宏大的利农 (华亭) 现代农业综合园区生产基地遥

眼下袁 利农 (华亭) 现代农业综
合园区尧 农产品初加工建设等一批重
点项目都在紧张推进中遥 连日来袁 市
农业局局长林锋到各项目现场袁 协调
解决问题袁 要求落实挂钩领导尧 明确
责任主体尧 坚持问题导向袁 倒计时安
排工期袁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
中的问题袁 推进项目调优增效遥
野美丽莆田第一产业专项行动袁
涉及农业尧 林业尧 海洋与渔业尧 水利
四个部门遥 共实施项目 56 个袁 全年计
划投资 30.76 亿元袁 截至 5 月底袁 已
完成投资 18.6 亿元袁 占年度计划投资
的 60.48%遥冶 林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袁 今年以来袁 市农业局认真贯
彻落实 叶建设美丽莆田行动纲要曳 和
2017 年行动计划袁 在项目的确定上袁

2200 元

紧紧围绕 野一区尧 一中心尧 五品牌尧
九行动冶 的总体要求袁 按照市委尧 市
政府的发展思路袁 根据第一产业 野十
三五冶 规划袁 科学筛选项目遥 这 56 个
项目主要涉及设施农业尧 畜牧养殖尧
四大名果尧 渔业设施尧 水利建设尧 林
业规模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内容遥
比如在设施农业方面袁 市农业局
紧紧围绕农业增值尧 农民增收方面袁
加大土地流转力度袁 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袁 加大对大棚蔬菜尧 大棚花卉建设
的扶持力度袁 扩大土地规模经营袁 提
高现代农业管理水平袁 提升现代农业
效益遥 谈及推进美丽莆田第一产业专
项行动袁 特别是落实这些项目上的亮
点和特色时袁 林锋介绍袁 市农业局主
要立足基层和项目建设一线袁 紧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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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上门解忧愁袁一线送真 ︱
情袁鲜红的党徽伴我征程遥 一 ︱
把尺子量公道袁一路奔波为民
梧
生噎噎冶野七一冶将临袁涵江区
梧塘镇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塘
迁建项目指挥部的党员活动 镇
室里袁一场野主题党日冶活动正 湄
在开展袁梧塘镇党委书记王世 职
娓和该项目临时党支部 60 多 院
名党员一起袁高唱由涵江区委 迁
组织部尧 梧塘镇联合推出的 建
叶临时党支部之歌曳遥
项
当天袁 党员们佩戴党徽袁
目
紧握拳头袁高举右手袁重温入
党誓词渊如图冤遥 随后袁观看了 临
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视频袁大 时
家纷纷表示袁廖俊波同志是基 党
层成长起来的优秀领导干部袁 支
用生命诠释了新时期野信念坚 部
定尧为民服务尧勤政务实尧敢于
﹃
担当尧清正廉洁冶好干部的思
主
想品质和精神境界袁是大家的
题
学习榜样遥 镇纪委还通报 圆 起
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案例袁进 党
日
行警示教育遥
目前袁该项目征地已完成 ﹄
178 亩曰 房屋征迁总户数 422 活
户袁 已完成 384 户袁 签约率 动
91%曰项目安置房已完成地基 侧
钻探 146 孔袁完成约 70%遥 野接 记
下来袁党员如何继续当好项目
建设的耶服务员爷尧群众呼声的
耶信息员爷尧遗留问题的耶调解员爷袁推动工作落实在
一线尧掌握情况在一线尧矛盾化解在一线钥 冶野如何
扩大 耶项目党建爷 的辐射范围袁 不断增强项目党
组织服务项目尧 服务群众的能力钥冶 野在征迁过
程中袁 有没有涌现出像廖俊波同志一样的优秀典
型钥冶 党员们结合征迁工作实际袁 踊跃发言探讨袁
互相交流心得遥
渊下转 A2 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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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局局长林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年以来
该局主动服务基层，突出破解“两个瓶颈”，强化“四项机
制”
，项目建设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

“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
随团文艺演出节目

本报讯 渊记者 吴伟锋冤 随着 野妈祖下南洋窑重走海丝路冶
暨中马尧 中新妈祖文化交流活动临近袁 连日来袁 湄洲妈祖祖庙
护驾妈祖金身赴中马尧 中新开展妈祖文化交流活动的护驾团成
员袁 在祖庙天后大戏楼进行彩排随团文艺演出节目遥
据悉袁 湄洲妈祖祖庙组织 121 人护驾团袁 他们每个人身兼
多职袁 既要参加妈祖金身驻跸马来西亚尧 新加坡等妈祖宫庙活
动袁 又要举行多场的民俗文艺表演活动遥 因此袁 在出国之前袁
他们抓紧排练袁 力求每个节目做到精益求精袁 展现妈祖故乡深
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遥
这次在马来西亚尧 新加坡表演的节目由湄洲妈祖祖庙天后
艺术团和福建莆仙戏剧院承担袁 包括表演歌舞 叶海丝路窑妈祖
情曳尧 俚歌表演唱 叶最美是湄洲曳尧 莆仙戏 叶海神妈祖窑梳发立
志曳 选段等节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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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罗晓 摄

资建设的序时目标袁 坚持问题导问袁
主动服务基层袁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
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袁 主要突出破解
野两个瓶颈冶遥
一是突破资金瓶颈遥 今年 3 月份袁
市农业局与市人行共同召开农业产融
对接会袁组织全市 20 家金融机构与 35
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现场
对 接袁 帮 助农 业 企业 解 决贷 款 资 金
16.2 亿元遥 目前已探索建立长效对接
机制袁由市农业局尧市人行牵头袁每两
个月召开一次农业产融对接会袁 扩大
金融服务范围袁 持续加大服务农业企
业发展的力度遥
渊下转 A2 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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