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渝中线高铁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双核间最
顺直、最高效的直连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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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5日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中俄以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签署2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两国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
实合作取得一系列新成就，为促进两国各自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撑，也为团结国际社会共克时艰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双
方要创新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争取更多合作成果。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起伏不定，国际抗疫任务艰巨，中方愿同俄
方深化疫苗研发生产合作，保障疫苗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维
护两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贡献中俄力量。

习近平强调，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哪种制
度在中俄行得通，中俄两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俄作为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要深化反干涉合作，将各自国家前途命
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走符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俄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所采取的
举措。双方要以今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为契机，同成
员国一道，加强团结协作，加大相互支持，维护地区国家安全
和发展利益。

双方就阿富汗局势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中方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奉

行不干涉阿内政的政策，一直为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发挥建
设性作用。中方愿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各方加强沟
通协调，鼓励阿富汗各派协商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实施
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同各类恐怖组织彻底切割，同世界各国
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下转2版）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新华社承德8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河北省承
德市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切实抓好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8月23日至24日，习近平在河北省委书记
王东峰、省长许勤陪同下，深入国有林场、文物保
护单位、农村、社区等进行调研。

23日下午，习近平首先考察了位于河北省最
北部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八月的塞罕坝，林海苍
翠连绵。林场始建于1962年。近60年来，塞罕
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
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
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来到

海拔1900米的月亮山，远眺林场自然风貌，听取
河北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塞罕
坝机械林场情况介绍，对林场打造人防、技防、物
防相结合的一体化资源管护体系，守护森林资源
安全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习近平强调，我国人
工林面积世界第一，这是非常伟大的成绩。塞罕
坝成功营造起百万亩人工林海，创造了世界生态
文明建设史上的典型，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环
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机械林场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称号。希望你们珍视荣誉、继续奋
斗，在深化国有林场改革、推动绿色发展、增强碳
汇能力等方面大胆探索，切实筑牢京津生态屏
障。月亮山上建有集防火瞭望和资源管护为一体
的望海楼。习近平亲切看望驻守望海楼13年的
护林员刘军、王娟夫妇，并登上望海楼，详细了解
他们的日常工作和饮食起居情况，称赞他们默默
坚守、无私奉献，守护了塞罕坝生态安全。

尚海纪念林位于塞罕坝机械林场原马蹄坑
造林会战区，是百万亩林海起源地。习近平来到
这里，沿木栈道步行察看林木长势，了解动植物
保护等情况。习近平对林场的工作给予肯定，并
再三叮嘱，防火责任重于泰山，要处理好防火和
旅游的关系，坚持安全第一，切实把半个多世纪
接续奋斗的重要成果抚育好、管理好、保障好。
要加强林业科研，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离开纪
念林前，习近平同林场三代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询问他们工作生活情况，共话林场沧桑巨变，共
谋林场未来发展。习近平强调，塞罕坝林场建设
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你们用实际
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
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
意义。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
神。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
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24日上午，习近平考察了承德避暑山庄。

承德避暑山庄始建于1703年，是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习近平
察看山庄主要建筑和旅游服务设施，详细了解山
庄历史和文物保护工作。习近平指出，我国是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承德避暑山庄底蕴深
厚，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宗教与社会相适应、传
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具
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要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
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游客
们纷纷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

离开避暑山庄，习近平前往普宁寺考察调
研。普宁寺始建于1755年，属于典型的汉藏合
璧式寺庙。习近平仔细察看有关历史碑刻以及
天王殿、大雄宝殿等建筑，听取宗教工作等情况

汇报。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
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
则，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爱国
爱教优良传统，创建良好宗教环境，依法依规管
理宗教事务，促进宗教更好顺应社会、服务社会、
履行社会责任。

随后，习近平来到承德博物馆，参观《望长城
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展览。习近平走
进展厅，不时驻足察看，详细了解清代民族关系
发展和多措并举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
统一等情况。习近平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
民族。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了包括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内的小康社
会。 （下转2版）

习近平在河北承德考察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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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月25日，市发
展改革委发布消息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
式批复成渝中线高铁项目可研报告，同意建设该
项目。据悉，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重庆至成都
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内。

成渝中线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沪
渝蓉沿江高铁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双核间最顺直、最高效的直连通
道。成渝中线高铁项目全长292公里，重庆段长
101公里。全线共设站8座，线路从重庆北站引
出，沿线新设科学城站、铜梁站、大足石刻站、安
岳站、乐至站、简州站，接入成都站。设计行车速
度350公里/小时，估算总投资693亿元，总工期
5年。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
后，将更加有力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双核联
动融合，并推进重庆向西、成都向东协同发展，助
推双核及沿线地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
速流通，将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产生重大
牵引作用。

该负责人介绍，成渝中线高铁将在重庆境内
新设科学城站、铜梁站、大足石刻站，意义重大。首
先将加快西部（重庆）科学城开发开放，助推对外科
技交流；其次将有效填补铜梁铁路网空白，带动铜
梁高效融入全国高铁网络；同时将为大足石刻带
来充足的旅客流量，进一步助推大足旅游发展。

此外，成渝中线高铁的建设还将助推重庆、
成都双核内部产业布局向沿线大足、铜梁、乐至、
安岳等地梯度转移，解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中部塌陷”问题，带动成渝中部地区经济崛起，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成渝中线高铁项目可研报告获批
沿线设站8座 时速350公里 总工期5年

8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这是24日下午，习近平在承德市
高新区滨河社区考察时，同社区居民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8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这是23日下午，习近平在塞罕坝机
械林场月亮山考察时，亲切看望护林员刘军、王娟夫妇。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8月25日，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圆满结束，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礼嘉智慧公园
智慧馆落下帷幕。本次智博会聚焦“智能化：为
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主题，主会场与分会场、
线上与线下、现实与虚拟有机结合，智汇八方、博
采众长，为各类企业和各界友人提供了全新的数
字体验，取得圆满成功。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出席闭幕式并作总
结讲话。市委副书记吴存荣，市领导张鸣、王赋、
段成刚、周旬、熊雪、蔡允革、徐代银等出席。

礼嘉智慧公园智慧馆内，现场播放着科技之
声《聆听智能》视频，呈现一老一小两人在虚拟讲
解员小智的引导下参观科技时空博物院的情
景。本次智博会精彩集锦让大家重温会议成果，
畅想美好未来。人屏互动的双人舞蹈《共生》，演
绎出“科技与自然”“传统与未来”的共生。

唐良智在总结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代

表陈敏尔书记，向所有关心支持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的联合主办单位、有关中央机关和国家
部委、外国政要、驻华使节、国际友人、专家学者、
有关企业、兄弟省区市、全体工作人员、广大市民
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唐良智说，本次大会是在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二十周
年的重要时刻举办的，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
书记向大会发来贺信，刘鹤副总理发表视频致
辞，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数字经济的高
度重视和对重庆发展的亲切关怀。回顾本次大
会的各项工作，我们深切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
高度重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大会取得圆满
成功的根本所在；凝聚各方智慧、汇集各方力量，
是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的关键所在；坚持底线思
维、确保绝对安全，是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的基本
前提。本次大会取得了丰硕成果，达到了扩大国
际影响力、提升行业引领性、增强品牌美誉度的

办会目标。一是打破时空限制、创新办会模式，
搭建起聚智赋能的高端平台。二是展开高端对
话、碰撞智慧火花，奉献了精彩纷呈的思想盛
宴。三是紧扣发展大势、聚焦行业前沿，描绘出
万物互联的未来图景。四是画好同心圆、扩大朋
友圈，彰显了国际性平台的影响力。五是坚持面
向世界、讲好重庆故事，展现出“智造重镇”“智慧
名城”的魅力活力。在本次智博会闭幕之际，我
谨代表智博会组委会，向全球发出邀请：欢迎大
家明年再次相聚重庆、相聚2022智博会，畅叙合
作友谊，分享智慧成果，共同开创数字经济美好
未来。

17时许，唐良智宣布：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闭幕。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闭幕式上，荷兰驻华大使贺伟民、四川大学
校长李言荣、市民代表邓月华通过视频畅谈对
智博会的体会和感受。

（下转2版）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闭幕
唐良智宣布闭幕并作总结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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