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 颜
若雯）党中央决定，从6月开始，在
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要
求，6月3日全市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召开后，全市第一批182个单位
在市委的示范带动下，及时成立主
题教育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精心

制定主题教育方案，认真贯彻总要
求，准确把握目标任务，精准落实
重点举措，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开展
好主题教育。截至6月11日，第一
批单位已全部完成动员部署，正围
绕市领导集中学习研讨读书班安
排，同步组织集中学习研讨，通过
研学原文、专题辅导、交流讨论等

多种方式，认真重温初心、感悟初
心，努力担当使命、勇于作为，实现
主题教育良好开局。

市委常委会带头高质量开展
好主题教育，以上率下，领导和推
进全市主题教育深入开展。6月4
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
行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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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刻领会、
精准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讲认识、
说体会、谈打算。6月5日，市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大家用心学
习、用情领悟，注重从政治上认识、
从政治上落实，坚持用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谋划思
路、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下转2版）

重温初心 感悟初心 担当使命 勇于作为

我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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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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版刊登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13-16版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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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永远是
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
华诞，祝贺中国人民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取得的巨大成就，祝愿伟大的中国更加繁荣昌盛。习近平主
席的治国理政思想和经验对吉尔吉斯斯坦具有重大借鉴意
义。吉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发展、民生
改善的大力援助和支持。吉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
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支持中国政府为
此采取的政策措施。吉方同中方一样，坚定致力于打击“三股
势力”。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发展战略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契合，吉方愿同中方建立机制化安排推进对接合作，深化贸
易、投资、能源、农业、交通、地方合作，增进人文交流。吉中在
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为双方加强多边协调奠定了良
好基础。吉方感谢中方对吉尔吉斯斯坦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
值主席国开展工作并主办比什凯克峰会的宝贵支持。

习近平感谢热恩别科夫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指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正在
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面对取得的成就，我们不敢有
丝毫的自满，但怀有无比的自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会谈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
尔吉斯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并见证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交换。

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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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的比什凯克，阳光明媚，碧空如洗。
习近平乘车抵达广场时，受到热恩别科夫热情迎接。两

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
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
问候：战士们好！仪仗队员用吉尔吉斯语回答：欢迎您！习近
平同热恩别科夫共同观看了分列式。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12日电 （记者 胡晓光 李志晖）

当地时间12日晚，甫抵比什凯克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吉尔
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邀请，来到总统官邸。两国元首亲
切会见。

仲夏的比什凯克夜晚，清风送爽。总统官邸内，华灯初
上。习近平乘车抵达时，热恩别科夫和夫人在官邸门前迎接。

（下转2版）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会谈
两 国 元 首 一 致 同 意 推 动 中 吉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迈 上 新 台 阶
习近平出席仪式 接受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授予“玛纳斯”一级勋章

本报讯 （记者 戴娟）
6月10日至11日，全国政协
副主席李斌在渝调研，并出席
首届“长江经济带省市政协

‘共抓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共
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研讨
会”。李斌指出，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方针，紧扣推动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共举沿江
省市政协之力，共聚沿江政协
委员之智，努力为推动长江经
济带绿色发展作出政协新贡
献。

在渝期间，李斌考察了
一带一路·重庆国际物流枢
纽、重庆贰厂文创公园和重
庆市数字经济发展展示中
心，出席长江经济带省市政
协“共抓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 共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研讨会。

李斌强调，长江是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
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
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
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长江经
济带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推动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明了
方向。要共同凝聚起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合力，
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首届研讨会联动沿江省市政协，协商建立协
作机制，意义重大，是贯彻落实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
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各级各地政协协作，更好履行人
民政协新时代新使命的有益探索。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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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13日电 （记者 温馨 郝薇薇）国
家主席习近平13日在比什凯克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

习近平祝贺阿富汗独立100周年，祝愿阿富汗早日实现和
平、稳定、发展。习近平指出，中阿是传统友好邻邦和战略合作伙
伴。中方愿同阿方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不断深化两国各领
域互利合作，稳步推进经贸务实合作项目，支持两国企业本着互利
共赢原则加强合作。中方将一如既往帮助阿富汗加强反恐维稳
能力建设，希望阿方继续坚定支持中方打击“东伊运”恐怖势力。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广泛包容
和解进程，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劝和促谈，帮助阿富汗
人民实现内部对话。中方支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

增进互信，开展合作。我们愿深入推进中阿巴三方合作。
加尼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支持经济全球化进程，是21世纪推动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阿方感谢中方在阿富汗和平和解
进程、地区和平稳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致力于共同打击包括

“东伊运”在内的“三股势力”，愿对接自身重建发展规划和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更加紧密的阿中经贸合作关系。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13日电 （记者 李志晖 王申）国家

主席习近平13日在比什凯克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下转2版）

习近平分别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印度总理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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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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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
珺）6月13日，市领导“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讨读书班举
行分组研讨交流。市委书记、市委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敏尔在
参加分组研讨交流时强调，开展好
主题教育，要强化理论武装，对照
原著学进去，结合实际讲出来，做
到真学深学用心学、见人见事见思
想，确保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
治受洗礼，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
王炯，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委常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分组研讨交
流。同步开展为期一周学习研讨
的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也紧密结
合实际，进行了分组研讨交流。

研讨交流中，大家紧紧围绕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结合参加读书班集中自学
和专题报告的收获，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谈体会、谈认识、谈打算。大
家说，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中，政治上受到深刻教育，思想上
受到深刻触动，灵魂上受到深刻
洗礼。大家表示，要带头旗帜鲜
明讲政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
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陈敏尔指出，要严格落实中央

部署要求，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确
保主题教育取得最好成效。开展
好主题教育，理论学习是基础。只
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
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
定。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对照
原著学进去，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重中之重，把通读《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

选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作为基本要
求，经常学、反复学、贯通学，逐字
逐句读、入脑入心学、由浅入深悟，
在通读的基础上突出重点深入学，
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
以然，真正学深悟透、融会贯通。
要结合实际讲出来，紧密结合思想
实际，生动、深刻地谈学习体会和
思想领悟，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在
交流中提高认识、升华思想；紧密
结合工作实际，立足分管领域、具

体工作，见人见事、落细落小，提高
政治站位，提升政策水平。学习的
目的全在于运用，理论的价值在于
指导实践。要大力发扬理论联系
实际的学风，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
心，在消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
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的能力，把学习成果变成
工作成果、发展成果。要强化联动
带动，以市级班子带动市级部门高
质量学习，以第一批主题教育带动
第二批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陈敏尔在参加市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研讨读书班分组研讨交流时强调

对照原著学进去 结合实际讲出来
唐良智张轩王炯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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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重庆 发现之旅·石柱
每天1800吨餐厨垃圾“变成”新能源

重庆垃圾分类在全国实现六个率先
开板！科创板扬帆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