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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
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
要》全文如下。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
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
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
精神动力。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
根于中华民族心中，维系着中华大
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
繁荣而自强不息、不懈奋斗。中国
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
弘扬者和实践者，90多年来，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
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是爱国
主义的伟大实践，写下了中华民族
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固本培元、凝心铸魂，作出一系列
重要部署，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取得
显著成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正处于关键时期。新时代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
凝聚全民族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一、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着眼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始终高扬爱国主义
旗帜，着力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
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使爱国主
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
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2.坚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为鲜明主题。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
精神铸就伟大梦想。要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
不懈追求，着力扎紧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厚植
家国情怀，培育精神家园，引导人们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
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强大精神动力。

3.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新中国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祖国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社会主
义的命运密不可分。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
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区分层次、区别对
象，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保障和必由之路，以坚
定的信念、真挚的情感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
之进行下去。

（下转4版）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印
发

新
时
代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实
施
纲
要

新华社合肥 11 月 12 日电 （记者 赵
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12日
在安徽马鞍山市主持召开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突出问题整改现场会暨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总结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情况，研究部署

下一阶段工作。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入推
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韩正会前要求生
态环境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再次组成联合
调查组，历时近8个月、深入长江经济带11省
市、行程约14万公里，进行暗查暗访和明查
核实，进一步查问题、找病根、寻病源，编辑形
成2019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会上

播放了警示片，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就警示片反映的问题作了发言。

韩正指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整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长江生态环
境形势依然严峻，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任
重道远，一些地方对高质量发展认识不到
位、自觉性不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也
有待提高。要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取得新进展。
韩正强调，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紧紧抓

住问题不放，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持续
攻坚，久久为功。要压实整改责任，举一反
三，全面排查，明确工作目标、整改措施、责任
单位和时限要求。要严肃追责问责，对工作
进度缓慢的地区要约谈，加大行刑衔接力度，
严惩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要坚持
标本兼治，扎实推进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工程。

11日，韩正到马鞍山市薛家洼，结合展
板听取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情况，询问取
缔非法码头、治理企业污染等措施进展；前
往滨江文化公园，沿途查看长江马鞍山段岸
线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情况；还到慈湖河湿
地公园，沿河边步道察看两岸环境和水质情
况，了解城市黑臭水体综合治理进展。韩正
强调，要坚持科学精准治理，大力推进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逐步恢复长江生物多样
性，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李强、陈敏尔出席会议，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
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韩正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现场会
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

紧紧抓住问题不放 持续压实整改责任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1月1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唐良智会见了来渝访问的韩国仁川市市长朴南春一行，并共
同见证两江新区与仁川经济自由区签署友好合作协议。

韩国驻成都总领事张蹄壑，市领导段成刚、李波等出席。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书记，欢迎朴南春

一行来渝。唐良智说，重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国家中
心城市，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
的作用。当前，我们正遵照习近平主席的殷殷嘱托，加快建设
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中发挥示范作用。重庆与韩国历史渊源深厚，仁川与重庆是
国际友好城市。今年5月，我率团访问仁川，随后双方加快落
实合作事项，在商贸、城市管理、青少年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
希望双方进一步强化产业协作互动、促进民生领域互鉴合作、
拓展贸易往来、扩大人文交流，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

朴南春感谢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热情接待。他说，仁川
与重庆缔结友好城市以来，双方取得了很多合作成果，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希望与重庆进一步密切交流交往，拓展合
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实现互利共赢。

为落实重庆代表团访问仁川成果，两江新区与仁川经济
自由区签署友好合作协议，积极推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
物医药、智慧城市、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合作，共同建设科技创
新、创业服务平台，加强投资贸易促进、金融开放创新、营商环
境建设、开放平台建设等领域合作。

仁川市有关人员，市有关部门、两江新区负责人参加。

唐良智会见韩国
仁川市市长朴南春

两江新区与仁川经济自由区签署友好合作协议

习近平出席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举行的欢迎宴会
习近平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共同参观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项目

习近平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共同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
习近平会见希腊前总理齐普拉斯

□本报记者 颜安

山东，地处黄河之畔、渤海之滨，是中国
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达。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两江交汇，发展日
新月异，但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君在黄河口，我在长江头。千百年来，

奔流不息的两条母亲河，让两地人民形成了
相似的性格：山东人，豪爽仗义；重庆人，耿
直豪放。

党中央、国务院调整东西部扶贫协作对
象后，山东省结对帮扶重庆市，让两地有了
更多交流的机会。从此，相距1500公里的
山东与重庆，开始携手书写脱贫攻坚的新篇

章，共同描绘小康梦的同心圆。

强对接
两地运筹帷幄，决胜脱贫攻坚

11月11日，奉节县白帝镇，金灿灿的脐
橙挂满枝头，预示着山东省滨州市最大农业

龙头企业山东博华农业公司在这里的投入
即将产生效益。

同一天，山东威海，云阳县江口镇千丘
村村民徐世炼办理入职手续后，顺利进入了
当地一家扶贫车间，在那里，他将每月得到
约3500元的务工收入。

鲁渝情缘源远流长，但像今天这样关系
之紧密、联系之频繁、合作之深入，前所未有！

原因何在？答案是：中央有决策，两地
有行动！

“对口支援三峡库区拉开了鲁渝两地大
规模交往的帷幕，而东西部扶贫协作则让双
方的交流更上一层楼。”市扶贫办负责人表
示。 （下转2版）

同 心 共 筑 小 康 梦
——鲁渝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综述

当地时间11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夫妇陪同
下，共同参观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项目。这是习近平与当地员工代表亲切交谈，询问他
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2版刊登

“习主席，从您身上我们看到了朋友应有的样子”

新华社雅典11月11日电 （记者 黄尹
甲子 党琦）当地时间11月11日晚，希腊总
统帕夫洛普洛斯和夫人在总统府为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欢迎宴会。

宴会开始，乐队奏中国、希腊两国国歌。
帕夫洛普洛斯发表致辞，代表希腊政府

和希腊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他
表示，希中两国同为文明古国，友好交往源
远流长。希方相信，真正的文明之间不会发
生冲突、制造隔阂，而是交流互鉴、和谐共
存，共同致力于人类和平与进步。在这方
面，中国为世界作出了榜样。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和中东欧国家－中国合作
机制把希中、欧中紧密联系在一起。习近平
主席的访问掀开了希中友好关系新篇章。

希方期待与中方加强交流合作。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希腊是西方文明

发祥地，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
响。中希建交47年来，双方一贯相互尊重、相
互理解，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习近平指出，伟大的希腊人民孕育了奥
林匹克运动，发展中希关系同样需要坚持

“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希望
双方以务实合作和文明对话“双轮”驱动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为世界和平、共同繁
荣作出新贡献。

两国元首夫妇还一同欣赏了希腊少儿
合唱团演唱的希中两国歌曲。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夫妇等出席宴会。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

述活动。
新华社雅典 11 月 11 日电 （记者 霍

小光 骆珺 郝薇薇）当地时间11月1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希腊总理
米佐塔基斯夫妇陪同下，共同参观中远海运
比雷埃夫斯港项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时，中外员工
挥舞中希两国国旗，热烈欢迎。

两国领导人夫妇一同听取港口运营和
发展规划介绍，随后来到楼顶平台，远眺整
个港口。码头上一派繁忙有序、欣欣向荣的

景象。大型货轮在港口停靠，集装箱成排码
放，桥吊高耸林立，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
线”班列整装待发。

习近平与当地员工代表亲切交谈，询问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员工们纷纷表示，
非常感谢中远海运集团在希腊债务危机最
困难时给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现在他们
工作稳定、生活舒心。比雷埃夫斯港已经成
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成果，他们感到骄
傲和自豪，对比雷埃夫斯港的未来充满信
心。 （下转2版）

当地时间11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夫妇陪同下，
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