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19年2月21日 星期四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02A
版面 / 立方 校对 / 若惜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日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
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他强调，太空探索永无
止境。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工作者要为
实现探月工程总目标乘胜前进，为推动世界航
天事业发展继续努力，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参加会见。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璨，暖意融
融。下午3时30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
志来到参研参试人员代表中间，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习近平同大家热情握手、亲切交流，询
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同大家合影留
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他首先向所有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作出
历史性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慰问，向为
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作出突出贡献的所有
参研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习近平表
示，你们在攀登科技高峰、探索宇宙奥秘上建
立的卓越功勋，对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奋斗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具有重要示范意
义。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习近平指出，5年前，我们庆祝了嫦娥三号
任务圆满成功。5年后，我们在这里庆祝嫦娥
四号任务圆满成功。这次嫦娥四号任务，坚持
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实现人类航
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率先在月背
刻上了中国足迹，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
的又一生动实践。

习近平强调，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
始于梦想。梦想是激发活力的源泉。中华民
族是勇于追梦的民族。党中央决策实施探月
工程，圆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飞天揽月
之梦。月球探测的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
功实施，都是人类认识和利用星球能力的充分
展示。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每一个行业、每一个
人都要心怀梦想、奋勇拼搏，一步一个脚印，一
棒接着一棒，在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中成就梦
想。

习近平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
基于创新。创新决定未来。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不是一片坦途，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
这次任务实现了多项创新，填补系列国际国内
空白，充分体现了自主创新要敢下先手棋、善
打主动仗的精神。我们要深刻把握世界科技
发展大势，弘扬科学精神，瞄准战略性、基础
性、前沿性领域，坚持补齐短板、跟踪发展、超
前布局同步推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重大
突破，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断增强
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努力在世界高技术领域
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习近平强调，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
成于实干。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时代
是在奋斗中成就伟业、造就人才的时代。我们
要激励更多科学大家、领军人才、青年才俊和
创新团队勇立潮头、锐意进取，以实干创造新
业绩，在推进伟大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不断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为
坚实的基础、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的共
同梦想。中国航天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同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嫦娥
四号任务圆满成功就包含了许多参与国的贡
献。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国际交流，推动大科学
计划、工程和中心建设，扩大创新能力开放合
作，推动人类科学事业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
志参加会见。

嫦娥四号任务实施了两次发射，2018年5
月21 日发射“鹊桥”号中继星；由“玉兔二号”
巡视器和着陆器组成的嫦娥四号探测器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
2019年1月3日顺利在月球背面预选区着陆，
由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
陆续展开。嫦娥四号任务的圆满成功，在人
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
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了地球与月球背面
的测控通信，在月球背面留下了世界探月史
上的第一行足迹，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
纱，开启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小言）市委市政府作出重
要安排部署，要把西宁建成人人向往的花
园城市。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市政府刚
刚印发了《“幸福西宁·花园城市”绿化美化
彩化行动方案》，方案指出，今年全市上下
将启动实施“幸福西宁·花园城市”建设，为
城市增绿量、提品质、添色彩，大幅提升夏
都的颜值，以花园城市作为西宁自然环境
的底色、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人民高品质生
活的底色。

““幸福西宁幸福西宁··花园城市花园城市””怎么建怎么建

方案指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努力构建“一芯二屏三廊道”城市新型生态
格局，在持续优化城市生态本底的基础上，
重点突出城市绿化空间的绿化、美化、彩
化，大幅提升夏都的颜值。

【绿化】弘扬尕布龙“两山”绿化精神，
加快推进国土绿化三年提速行动，实施重

大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工程，将城乡绿化工
作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森林小镇、特色小
镇、绿色村庄等创建活动相融合，合理规划
调整城区、城镇园林绿地布局，增加老城区
公园游园分布，实现快速增绿。

【美化】以“建设出精品、改造出精品、
管护出精品”为目标，在公园游园、街头绿
地、道路绿化、单位庭院绿化的新建改造工
程中，努力提升园林主题内涵和品位，打造
园林景观示范精品。

【彩化】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科技引
领，丰富品种，以构筑城市彩色绿化空间为
目标，在城市山体、公园游园、三河六岸、景
观道路上重点增加彩叶树种配置，市区联
动，合力打造一批彩色绿道、彩色通道、彩
色步道、彩色大道，让绿化空间彩色化成为
我市园林绿化新追求。

建设花园城市增添百姓幸福感建设花园城市增添百姓幸福感

●巩固国家森林城市创
建成果，我市要向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迈进，大力开展绿
化美化彩化行动，使城市面
貌更美、生态环境更优、人居

环境更佳。通过“幸福西宁·花园
城市”建设要让百姓更有幸福感、
获得感、生活更舒适。

●绿化空间趋于完善。依托
国家林业重点工程，提高绿化造
林标准及质量，努力增加乡镇及
周边山体绿量，合理调整城市公
园绿地布局。

●绿化品质不断提升。加大
公园游园、街头绿地、休闲广场的
规划建设力度，突出文化内涵和人
文特色，以湟水活力轴为中心辐射
城区，两年增加公园游园20处；丰
富道路绿化植物配置，打造特色景
观道路 10 条；新建改造精品街头
绿地 20 处；完成 40 处庭院绿化的
景观提升工作。

●多彩花园初见雏形。打造
一批多彩节点、多彩道路、多彩河
岸、多彩公园，构筑彩色绿化空间
10万平方米。在南北两山建设9条

森林徒步游彩色步道，城区两年栽植彩叶树
种1.5万株。营造花街花桥80处，设置盆花景
点60处，设置8处墙体立体绿化。打造鲜花
街区22处，打造特色花墙14处。

三大行动推动花园城市建设三大行动推动花园城市建设

我市将按照增绿量、提品质、添色彩、
见成效的思路，紧扣绿化美化彩化主题，开
展森林拥城增绿行动、园林精品提质行动、
花园城市添彩行动。

【森林拥城增绿行动】实施西宁西堡生
态森林公园建设工程、西宁园博园建设工
程、塔尔山自然体验公园建设、西宁湟水规
模化林场建设工程。

【园林精品提质行动】实施湟水活力轴
滨水生态工程、精品公园游园建设工程、精
品街头绿地建设、道路绿化建设项目、庭院
绿化景观提升改造项目、城区绿地养护管
理工作。

【花园城市添彩行动】启动实施彩叶植
物增色工程、森林徒步游彩色步道建设、特
色植物景观大道建设、城市出入口彩色通
道建设、鲜花街区建设、立体花墙建设、花
街景点营造。

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习近平：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黎晓刚摄黎晓刚摄

（上接A03版）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对
筹备工作高度重视，多次提出明确要求。
各组按照市委要求，从去年12月份以来，强
化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精心谋划安
排，严谨细致工作，相互协调配合，目前，大
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能够保
证会议顺利召开。会议期间，还将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
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会议设立了会
风会纪监督组，对代表和列席人员认真参加
会议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通过全体市
人大代表、列席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和辛勤工作，确保把本次会议开成一个高举
旗帜、奋发有为的大会，团结民主、风清气正
的大会，凝心聚力、继往开来的大会。

记者：请介绍一下这次市政协十四届
五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和筹备工作？

严海平：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请示市委同意，市政
协十四届委员会第 13 次常委会议审议决

定：政协第十四届西宁市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定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至 24 日召
开。会议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市
委十四届八次全体会议精神，总结2018年
工作，安排部署2019年目标任务，听取、审
议和讨论各项工作报告，切实在建言资政
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坚决把市委的决
策部署落实下去，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
凝聚起来，为全面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
大要求、深入实施“五四战略”、奋力推进

“一优两高”、努力开创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和新时代幸福西宁作出新贡献。

这次会议会期 4 天，来自 28 个界别的
286 名委员出席会议，其中中共党员委员
111名。会议的主要议程有六项：一是听取
和审议政协第十四届西宁市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二是听取和审议政协第十
四届西宁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
况的报告；三是列席西宁市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大会，听取并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计划草案的
报告、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四是列席西宁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二次大会，
听取并讨论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市中
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五是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西宁市
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六是其他。

为了做好会议筹备工作，经市委同意，
成立了政协第十四届西宁市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宣
传、会务、秘书、提案、会风会纪监督、安保
信访六个工作组，分别做好各项筹备工
作。目前，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
就绪，能够保证会议顺利召开。会议期间，
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和
省市委若干措施，从简务实办会，做好大会
发言和分组讨论工作，严肃会风会纪，坚决
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确保大
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本报记者 小言 整理）

玉树灾情牵动省会人民的心
（上接A01版）全州 1 市 5 县 28 个乡镇 72
个村遭受不同程度雪灾。道路交通瘫痪，
大量牲畜死亡，受灾极为严重，截至2月15
日，受灾群众达 5.53 万余人。灾情牵动着
西宁市领导以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
心。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市委主要领导通
过电话对玉树州委、州政府以及玉树父老
乡亲表示最诚挚的慰问，向奋战在救灾
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崇高的敬
意。

玉树受灾群众的安危冷暖成了省会人
民最为牵挂的事情。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灾区群众的需要成为西宁人民共同的
行动目标——

西宁市委办公厅通过电话向玉树州委
办公室详细了解了玉树受灾地区的情况以
及所面临的困难。

市委、市政府向玉树州委、州政府发去
慰问信，表达了237万西宁人民最深情的牵
挂、最诚挚的慰问。慰问信表示，我们坚
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玉树州委、州政府的精心组织下，玉树人民
一定能够夺取抗灾救灾工作的全面胜利。

考虑到省委、省政府已向玉树受灾地
区调拨大量救灾物资，市委、市政府向玉树
灾区捐助慰问金500万元，支持玉树抗灾救
灾工作，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关爱之心，为恢
复生产生活尽一点绵薄之力。

情相通、意相合、心相连。玉树受灾群
众的困难就是西宁人民的困难，此时此刻、
以后将来，玉树受灾地区群众永远是西宁
人民最亲的人，237万西宁人民永远和你们
在一起，让我们携起手、肩并肩、心连心，共
同面对灾害，共同解决困难，共同夺取抗灾
救灾斗争的胜利！

把西宁建成人人向往的花园城市把西宁建成人人向往的花园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