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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尧 国家主席尧
中央军委主席尧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5 月 15 日
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遥 习近平强调袁 要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袁 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袁 锐意进取袁 开拓
创新袁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袁 为实现 野两个
一百年冶 奋斗目标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更大贡献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尧 国务院总理尧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李克强袁 国家副主席尧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王
岐山出席会议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尧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
宁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尧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会议遥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袁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在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袁 我们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袁 完善和深化全
方位外交布局袁 倡导和推进 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袁 深入参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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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袁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尧 安全尧 发展利
益袁 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袁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新路袁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遥
习近平指出袁 当今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袁 我国发
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遥 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的
规律袁 既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袁 又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
的风险挑战袁 未雨绸缪尧 妥善应对袁 切实做好工作遥 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袁 要深化外交布局袁 落实重大外交活动规划袁
增强风险意识袁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尧 安全尧 发展利益遥
习近平强调袁 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是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遥 几年来袁 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从理
念到行动袁 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合作袁 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遥 要抓好首届 野一带一路冶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的
落实袁 凝聚各方共识袁 规划合作愿景袁 扩大对外开放袁 加强
同各国的沟通尧 协商尧 合作袁 推动 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走深走

本报讯 渊记者 吴伟锋 通讯员 许
双萍冤 5 月 14 日袁 湄洲岛文甲一级游客
服务中心广场售票处建成投用遥 这标志
着文甲一级游客服务中心扩建工程完工袁
进一步完善了湄洲岛的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袁 助力湄洲岛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遥
由于原有的售票区域设置不合理袁
造成购票不方便袁 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
在集散广场设立 12 个售票窗口袁 游客一
下车就可以看到袁 极大地方便游客购票遥
同时袁 将售票处及安保区外移袁 改善游
客候船环境袁 有效缓解节假日游客拥挤
的状况袁 防止高峰期发生踩踏现象遥
同时袁 为进一步完善游客服务中心
的疏散功能袁 提升整体旅游形象袁 对接
文甲综合停车场和公安部门安保的功能
布置袁湄洲岛对文甲一级游客服务中心集
散工程进行扩建袁建设内容为室外园林景
观绿化尧水电安装尧检票厅尧售票厅土建装
饰及水电安装等遥

实尧 行稳致远袁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遥
习近平指出袁 地方外事工作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袁 对推动对外交往合作尧 促进地方改革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遥 要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下袁 统筹做
好地方外事工作袁 从全局高度集中调度尧 合理配置各地资
源袁 有目标尧 有步骤推进相关工作遥
习近平强调袁 做好新形势下外事工作袁 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要发挥决策议事协调作用袁 推动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袁
为外事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有力指导遥 要强化顶层设计
和统筹协调袁 提高把方向尧 谋大局尧 定政策能力袁 推进对外
工作体制机制改革袁 加强外事工作队伍建设袁 抓好重点工作
的推进尧 检查尧 督办袁 确保党中央对外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遥
会议审议通过了 叶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曳 等文件遥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袁 有关领导同志尧 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遥

党员干部放弃节假
日袁奋战一线袁日夜推
进袁 仅用两个多月时
间袁完成全部征迁量遥
在这场征迁攻坚战
中袁领导在一线指挥袁
干部在一线工作袁问
题在一线解决曰 推行
野一线考察干部+成立
临时党支部冶袁 将党旗插在征迁一线曰野一碗水端平冶
野一把尺量到底冶袁 实施阳光征迁袁 镇纪委将关口前
移袁强化督查袁为征迁工作保驾护航遥 征迁干部急群
众之所急袁建老人过渡房袁为困难户维护权益袁始终
打好野温情牌冶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遥
野党员干部占一线征迁干部 70%以上袁 在征迁
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先锋模范作用遥冶 镇党委书记
蔡建元说袁 涉迁党员率先签协议袁 征迁党员干部深
入群众家中袁 积极发动尧 细心引导袁 动员群众有效
配合袁 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搭起一座 野连心桥冶袁 全力
推动征迁工作遥
渊翁国城 林朝群冤

用心用情做好
群众服务工作

新建福厦铁路荔城段征迁如火如荼展开
本报讯 连日来袁 一些低矮的店面尧 厂房陆续
被推土机铲平噎噎自新建福厦铁路 渊荔城段冤 启动
征迁以来袁 一场征地拆迁攻坚战在荔城区黄石镇如
火如荼展开袁 迅速推进遥
新建福厦铁路渊荔城段冤涉及黄石镇黄石社区及江
东尧华堤尧华中尧井后尧登瀛尧沙坂尧七境等村居袁征地面
积约 320 亩袁拆迁建筑面积近 12 万平方米遥 目前已完
成 280 亩的土地款发放及交地袁 其余的正在造册发放
中曰432 户约 9.8 万平方米的民房已全部完成丈量袁正
在评估核对中,涉及 24 宗特殊建筑物基本完成丈量遥
征迁工作时间紧袁任务重遥 黄石镇尧村干部及广大

本报讯 渊记 者 郑 已 东冤 5
月 10 日至 11 日袁 省政协副主席
薛卫民率调研组来莆袁 就 野深化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冶 开展
专题调研袁 并召开座谈会遥 省政
协常委尧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
任叶木凯一同参加袁 副市长陈志
强尧 市政协副主席彭丽靖陪同调
研或参加座谈会遥
薛卫民一行先后调研了市社
会治理网格化中心环保板块尧 绶
溪公园等袁 听取相关情况介绍袁
实地察看建设成果遥
座谈会上袁 调研组与我市相
关部门共同探讨我省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存在的困难尧 问题
和对策建议袁 对我市在推进我省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工作中
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遥
调研组指出袁 野深化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冶 是 2018 年省
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议题遥 莆田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积极创新尧 多
措并举袁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袁 形
成了社会治理尧 企业河长等可复
制尧 可推广的好经验尧 好做法遥
调研组将认真梳理吸纳莆田反映
的意见建议袁 积极为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建真言尧 献良策遥
希望莆田结合发展实际袁 在实践
中不断摸索总结归纳好的经验做
法袁 创出更多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的 野莆田模式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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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资项目
持续攻坚推进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
全省月度协调视频会议
本报讯 渊记者 陈光凯冤 5 月 15 日袁 我市组织收
听收看全省 5 月份重大投资项目月度协调视频会议遥
市委常委尧 常务副市长傅冬阳在莆田分会场出席遥
记者从会上获悉袁 我市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省市
部署要求袁 分类施策袁 靠前服务袁 持续攻坚袁 加快推
进重大项目建设遥 1-4 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17.4豫袁 增速位居全省第 2 位袁 呈现 野三高一平冶
特点院 民间投资增长高速袁 制造业投资增长高速袁 水
利投资增长高速袁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平稳遥 有 66
个项目列入省 2018―2020 年重大项目计划袁 总投资
2061.6 亿元袁 全市总投资亿元以上的 野五个一批冶 入
库项目有 1779 个袁 总投资 14334 亿元遥 有 8 个项目
列入省百个 野重中之重冶 项目计划袁 总投资 726.3 亿
元袁 年度计划投资 98 亿元袁 完成投资 41.0 亿元袁 占
年度计划投资的 41.8豫袁 超序时进度 8.5 个百分点遥
策划对接生成 34 个工程包袁 具体项目 293 个袁 总投
资 791.68 亿元袁 年度计划投资 145.34 亿元遥

深圳文博会落幕

莆田 3 件作品获奖

我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袁 加快实施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提升年行动袁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袁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遥
图为昨日袁 夕阳下的莆田袁 显得更美丽尧 祥和尧 温馨遥
本报记者 蔡昊 摄

1-4 月份各县区渊管委会冤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根据莆田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数据袁 现将 2018 年 员原源 月份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通报如下院
１ 原４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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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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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元

本报讯 昨日袁
笔者从荔城区委宣
传部获悉袁 我市首
届莆仙方言艺术大
赛已启动袁 旨在挖
掘 野文献名邦冶 历
史风采袁 传承莆田历史文化袁 助力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遥
莆仙方言是传承莆田历史文化的重要
载体袁 但现在不少孩子讲本地方言别扭袁
对莆田历史文化了解甚少遥 举办方言艺术
大赛的目的袁 是以大赛为载体袁 唤起和增
进年轻一代对方言中所承载历史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了解袁 激发青少年学习方言的兴
趣袁 从而传承乡音尧 留住乡愁遥
该活动由市社科联主办袁 荔城区委宣

莆田网：http://www.ptxw.com
莆田新闻微信公众号：ptw0594

传承乡音 留住乡愁

本报讯 渊记者 洪颖 通讯员 林骋冤 5 月 14 日袁
第十四届中国 渊深圳冤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
圳会展中心落下帷幕遥 展会期间评出 野中国工艺美术
文化创意奖冶袁我市再获佳绩袁8 件(套)作品参加该奖项
角逐袁最终 3 件渊套冤作品斩获野一金一银一铜冶佳绩遥 市
委宣传部获得最佳组织奖和最佳展示奖遥
据悉袁 由莆田市福中福硬木古典有限公司选送的
作品素面顶箱柜袁 获得 野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冶
金奖遥 由天下寻宝 渊莆田冤 工艺品有限公司选送的作
品 叶山亭会友图曳 叶鹤鹿同春曳 分别获得 野中国工艺
美术文化创意奖冶 银奖尧 铜奖遥 自 2007 年起袁 我市
积极借助深圳文博会平台袁 大力实施文化 野走出去冶
战略袁 连续 12 年组织文化企业参加深圳 渊国际冤 文
博会袁 参展规模尧 交易总额尧 金奖数量和获奖总数均
居全国地级市前列遥
市委尧 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袁 坚持以改革促
发展袁 坚持事业尧 产业 野两手抓冶 野两加强冶袁 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呈现同步快速发展态势袁 文化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连续八年居全省第一遥

首届莆仙方言艺术大赛启动
传部尧 荔城区社科联承办遥 赛事将持续到
10 月 31 日袁 赛程分为未成年组和成年组两
个组别袁 选手可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遥
要求作品内容以莆仙方言作为表现形式袁
挖掘莆田历史尧 说好莆仙方言尧 讲好莆田
故事尧 弘扬莆田精神袁 展现莆田悠久深厚
的文化底蕴遥 作品体裁不限袁 包括吟诵尧
讲古尧 童谣尧 赞句尧 梆鼓唱尧 莆仙小戏尧
山歌尧 俚歌等袁 录音尧 视频均可袁 时长一
般不超过 5 分钟遥
（黄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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