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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阴转多云 温度：最高 27?，最低 19℃

风向：北到东北 风力：4-5级
多云 温度：最高 32℃，最低 20℃

风向：西北 风力：3-4级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共同签署联合声明

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中吉合作主线
并接受热恩别科夫授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最高奖章“玛纳斯”一级勋章
还分别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印度总理莫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新华社比什凯克 6月 13日电 （记者 霍小光 李志晖
王申）国家主席习近平 13日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
统热恩别科夫会谈。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吉关系发展和各
领域合作成果， 一致同意推动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
新台阶。

习近平指出，中吉建交 27年来，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
云考验，实现跨越发展，树立了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
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典范。我赞赏总统先生恪守对华友好坚定
立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吉尔吉斯斯坦走自主选择的发展
道路，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奉
行的内外政策。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弘扬中吉世代友好精神，

深化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加大
相互支持，持之以恒推进各领域合作，中吉共同发展繁荣之
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吉合作的主线。

新形势下，双方要推动两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挖掘新的合
作潜力，开辟新的合作空间。要扩大经贸投资合作，落实好有
关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愿进口更多吉尔吉斯斯坦绿色、优质
农产品。中方将继续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社会发展，同吉
方一道实施好饮用水、道路、医院等更多民生项目。双方要密
切人文和地方交流，推动两国地方合作提质升级。要全面提
升安全合作水平，加大对“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
等活动打击力度。

习近平指出，吉尔吉斯斯坦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
国以来，推动各领域合作稳中有进，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中方
支持吉方办好比什凯克峰会， 愿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推
动各方凝聚更多共识，充分释放合作潜力，共同打造惠及各
方的命运共同体。

热恩别科夫表示，再次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吉尔吉
斯斯坦。我同习主席一年多来 3次会晤，充分体现了两国关
系的高水平和双方加强合作的积极性。 下转荩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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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根据中
央部署，从今年 6 月开始，在全党
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上海作为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地和党的初心的始发
地，市委紧紧围绕“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总要求，第一时间
启动、 第一时间谋划本市实施方案
和具体工作，以上率下，部署推进严
密细致，抓紧抓实开局工作。目前，

全市参加第一批主题教育的 218家
单位全部完成动员部署。 各单位认
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习近平总
书记对上海工作的要求， 充分运用
上海红色资源， 整体谋划推进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确保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率先垂范抓推进
在 5月 31日中央召开主题教

育工作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当天下
午市委常委会就进行了传达学习，

并专题审议通过了本市开展主题
教育的实施方案。市委成立由主要
领导任组长的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工作专班和 20个巡回指导组迅速
组建到位。6月 1日，上海即召开动
员大会，市委书记李强要求，把开
展主题教育作为当前全市最重要
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做到思想认
识真提高、查找问题更深入、整改
落实重实效、 长效机制同步建、领
导干部作表率。

市委常委会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 在抓好思想学习、 强化调查研
究、 注重检视问题等方面充分发挥
带头示范作用。6月 5日，市委常委
会专题学习会“回到”我们党出发的
原点———中共一大会址。在这里，市
领导再次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认真聆听老同志牛玉山、 李仁杰讲
述入党和革命经历，集体交流学习
体会，在重温党的历史、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中检视理想信念、汲取前进
动力。市委中心组学习会还围绕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重要论述，邀请中央党校谢
春涛教授作专题辅导报告。

市委书记李强在参加集体学
习的同时，6月 10日带头在全市讲
党课。结合上海工作大局和自己的
学习体会，李强同上海科技系统的
党员干部谈信仰、情怀、担当和激
情，要求大家对标中央要求、联系
上海实际切实思考回答好“四个如
何”， 即如何始终保持创业初期的
那股热情，如何继续走在全国改革
开放最前列，如何更好代表国家参
与国际合作竞争，如何让工作生活
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更幸福。回答好
这“四个如何”，是对全市党员干部
的共同要求。

积极行动抓落实
在市委有力推进下，全市上

下一心，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部署上来。参加第一批
主题教育的各单位通过召开党委（党组）扩大会、中心组学
习会等多种形式，抓紧传达学习，尽量做到全覆盖。上汽集
团利用网络手段，在“上汽云学习”APP上制作视频，让个别
因出差、重要公务无法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同步学习。许多
单位立足上海特色，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开展主题教育，提升
学习教育效果。龙华烈士纪念馆结合主题教育要求，放大
“龙之华、初之心”党性教育影响力，让更多党员干部从革
命先驱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

各部门结合自身工作领域的突出问题、热点难点问题、

紧迫问题，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抓紧部署推进主题教育。市
委政法委机关围绕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应对和化解各种
风险挑战等加强调查研究， 明确各级党员干部要结合扫黑
除恶工作，下沉到各区开展调研，检视自身问题不足，即知
即改，推进政法条线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下转荩5版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李强致辞

积极打造国际一流金融发展环境
外方中方咨询委员共 24人 周小川讲话，应勇颁发聘书

本报讯 （记者 谈燕）为进一步凝聚
各方智慧、 汲取国际经验、 服务国家战
略，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
昨天正式成立。市委书记李强出席成立
仪式并致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专家
咨询委员会召集人、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周小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
应勇颁发聘书。

李强在致辞时说，金融是上海这座城

市的重要基因。上世纪 90年代，党中央作出
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

经过多年努力，在各方大力支持下，上海已
经成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最前沿、 金融
改革创新的先行区，金融市场体系完备、中
外金融机构集聚，是金融发展环境最友好的
城市之一。

李强说，科创板的正式开板，是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建设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一件大事。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牢牢把握设立科
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重大机遇， 进一步扩大
金融开放， 积极打造国际一流的金融发展环
境，着力提升配置全球金融资源功能，重点加
强资产管理、跨境投融资服务、金融科技、国
际保险和人民币资产定价与支付清算等业务
发展，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加大压力测试。

下转荩6版

6月 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
什凯克出席仪式，接受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热恩别科夫授予“玛纳斯”一级
勋章。

习近平表示，热恩别科夫总统授
予我“玛纳斯”一级勋章，充分体现
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
深厚情谊，我对此十分珍视。我愿同
热恩别科夫总统携手努力，深化两国
传统友好，推动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更多惠及两国
人民。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6月 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会谈。会谈前，热恩别科夫在阿拉尔恰国宾馆会议
中心前广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这是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 新华社记者 高洁 摄

李强调研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要结合主题教育打造过硬队伍 人民日报今发署名文章

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评美国一些人战略迷误的危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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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在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科创板亮相
刘鹤李强发表主旨演讲和致辞，并与易会满应勇共同为科创板开板，周小川出席
丁学东易纲郭树清殷一璀董云虎等出席 三大金融机构揭牌成立，应勇等出席仪式

本报讯 （记者 谈燕）昨天上午，以“加
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的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
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开板。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开幕
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并出席上交所科创板开
板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
记李强出席并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金融学
会会长周小川出席。

刘鹤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供给体系不断优
化，需求体系持续升级，金融体系更加适配，

形成相互作用的三角框架，支撑我国经济保
持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期良好态势。要通过金
融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加大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支持。

刘鹤强调， 当前中国金融形势总体稳
定，实现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阶段

性目标。要按照“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

有韧性”的要求，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
方向，注重参照国际惯例，不断完善资本市
场基础性制度， 使之真正成为经济运行的
“晴雨表” 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助推
器”。科创板发展意义重大，要以科创板带动
整个资本市场改革， 培育更多科技创新企
业，助力经济转型升级。要落实好以信息披露
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要完善法治，提高违法

成本，加大执法力度。科创板发展是一个自然渐
进的过程，要理性客观看待，稳中求进，不断探
索，勇于创新。要大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际和国内两个关
系，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发展大局。

李强在致辞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去年 11

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
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
册制。 下转荩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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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体系不断优
化，需求体系持续升级，金融体系更加
适配，形成相互作用的三角框架，支撑
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期良
好态势。要通过金融资源的高效合理
配置，加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

科创板发展意义重大， 要以科创
板带动整个资本市场改革， 培育更多
科技创新企业，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要大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际和国内两
个关系， 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
发展大局

■要打造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

要塑造更具竞争力金融功能； 要营造
更有活力的金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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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接受
吉最高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