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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12 月 3 日电 第四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3 日上午在浙江省
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他个
人的名义，向大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
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国际机
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各界
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希望大家集思
广益、增进共识，深化互联网和数字经
济交流合作，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
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以
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
革命正在萌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同时，互联网发展也给
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来
许多新的挑战。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变革进入关键时期，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

识。我们倡导“四项原则”、“五点主
张”，就是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尊
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大家的
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做到发展共同推
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
成果共同分享。

习近平强调，中共十九大制定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
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
点、形成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
进入快车道。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
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中国对外开放
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讲。他表示，（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强调

尊重网络主权 发扬伙伴精神 共同
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高珊）
12 月 3 日下午，全省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表彰大会在石家庄举行。
省委书记王东峰会见与会代表。
他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会见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
代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
指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在加快建设
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征程上再
立新功。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
参加会见。

下午 3 时，王东峰、许勤等来
到与会代表中间，与大家亲切握
手，并合影留念。王东峰代表省
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奋
战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线上的
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慰问和崇高的
敬意。

王东峰强调，党的十九大描
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指明
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
刻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
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
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
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新时代的政
法综治工作必须向更高的标准
和水平迈进。

王东峰对大家提出三点希
望。一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
旗帜鲜明讲政治，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和捍
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
的核心地位，切实把维护政治安
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摆
在第一位，自觉当好首都政治

“护城河”。二要坚定理想信念和
“四个自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各
项工作。要牢牢把握“八个明确”
和“十四个坚持”的科学体系，自
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
践者、有力传播者。时刻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发展是硬道理，稳
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
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指示，着眼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
智能化、法治化，把法治与德治
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法安天
下、德润人心。三要着力转变工
作作风，（下转第三版）

王东峰在会见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时强调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许勤参加会见

本报讯（记者王博）12月1日至2
日，省长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工作会
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政
府全部工作，全面落实省委九届五次
全会部署，认真总结今年工作，科学
谋划明年任务，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
不折不扣落地生效。

会上，54个省政府部门围绕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汇报了今年工
作和明年安排。许勤强调，要进一步
在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下功夫。各部门要深刻领会党的
十九大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
意义、实践意义，政府系统所有的调
研、谋划、决策，所有的政策、规划、举

措，所有的工作部署、推动、落实，就
是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总
书记对河北重要指示要求，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最根本的政治引领、最重要的行动指
南，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步入新时代、适应新要求、展
现新作为，全力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转化为河北改革发展的普遍实践。

许勤强调，要在谋深谋实谋细明
年工作上下功夫。面临前所未有的

历史性窗口期和战略性机遇期，各部
门要强化紧迫感、使命感，将工作摆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大格局下考量，
跳出河北审视河北，跳出河北谋划河
北，跳出河北发展河北，根据社会主
要矛盾的新变化，调整完善工作思
路、方向和重点，（下转第三版）

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工作会议

认真总结今年工作 科学谋划明年任务 坚决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贯穿到政府工作各领域全过程

本报讯（记者庞超）记者获悉，
12月3日，我省塞罕坝机械林场代
表一行 3 人启程赶赴位于肯尼亚
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加联合国
第三届环境大会。

据了解，联合国第三届环境大
会将于 12 月 4 日至 6 日在肯尼亚
首都内罗毕举行。今年的大会将
聚焦污染，并呼吁全球采取行动应
对环境健康挑战。这是全球环境
保护界的一次高水平盛会，汇集联

合国各成员国政府、商界、专家学
者和民间人士，共同交流、协商，努
力防治和对抗污染。举办此次环
境大会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联
合国系统内负责全球环境事务的
牵头部门和权威机构，致力于激
发、倡导、教育和促进全球资源的
合理利用并推动全球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

应邀参会的塞罕坝机械林场
代表之一，（下转第四版）

塞罕坝机械林场代表应邀赴肯
参加联合国第三届环境大会

本报讯（记者王小勇、汤润清）
今年以来，迁安市深入推进村级事
务“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按照“厘
权清单化、用权程序化、监权制度
化”的要求，紧紧围绕全市村级重
大事项决策、“三资”管理、宅基地
审批、农村危房改造、低保五保申
办及计生服务等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的事项，全面厘清村级权力清

单，真正管住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
财权、事权，切实把村级“小微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微权
力清单好，事事都有流程图，百姓
看了真敞亮。”当地群众纷纷点赞。

迁安市委书记张淑云告诉记
者，因少数干部素质不高、用权不严
及群众知情权、参与权不够所造成
的干群矛盾日益凸显。（下转第三版）

还干部一个清白 给群众一个明白

迁安：“小微权力清单”
让权力不再任性

蹲 点 调 研

冬 美 塞 罕 坝
——再访塞罕坝机械林场

塞罕坝白水营林区的树林里，青年先锋队的队员们踏雪入林作业。
记者 贾 恒 赵海江 田 明摄

值此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
幕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大会
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
议的各国代表、国际机构负责人和
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各界人士表示
诚挚的欢迎！

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
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萌发，为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互
联网发展也给世界各国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全球
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键时期，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

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我们倡导“四
项原则”、“五点主张”，就是希望与国
际社会一道，尊重网络主权，发扬伙
伴精神，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
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
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

中共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
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
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
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
快车道。（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

□新华社记者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
浅黄。世界互联网又一次进入了乌
镇时间。

“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
入关键时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

识。我们倡导‘四项原则’、‘五点主
张’，就是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尊
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大家的
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做到发展共同
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
与、成果共同分享。”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四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在与会中

外嘉宾中引起热烈反响。

中国理念，为世界提供新
路径

“‘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
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共同’简明、通
俗、（下转第三版）

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
——习近平主席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的贺信引起与会中外嘉宾热烈反响

□记者 李建成 陈宝云
王晓东 曹 智

作为记者，我们都曾多次到塞罕坝
机械林场采访，但都不是在冬天。

冬天的塞罕坝，绿色褪去，游人走
了，也很少再看到各路记者，但白雪覆
盖下的沉静中，希望仍然在蕴育，力量
依然在积蓄。冬上塞罕坝，我们探寻着
这片林海雪原别样的美，这种美，同样
冲击着视觉，同样震撼着心灵。

冬天的塞罕坝是白色的，但
绿色的梦想从未缺席

白色，是冬天塞罕坝的主色调。白

的树、白的林、白的路、白的湖，晶莹的
雪花在风吹动下，随物具形，千姿百态，
美不胜收。

11 月 27 日下午，气温达到零下近
20 摄氏度，皑皑白雪间，松枝晃动，塞
罕坝机械林场下属阴河林场白水营林
区的一处山坡上，十多名青年先锋队队
员正在给落叶松修枝。

10 米多高的落叶松根部长出的多
余枝杈会影响到树的生长。年轻人手
里都拿着长约 80 厘米的刀锯，在树的
根部把那些多余枝杈锯掉。如果用电
锯修枝会留下难看的树斑，所以塞罕坝
人修枝从不用电锯，都使用刀锯。这让
作业显得很吃力，一阵忙碌后，姑娘小
伙子们身上就出汗了。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王博）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采暖季天然气供需平衡问
题，多次部署调度。省长许勤利用周
末时间，到石家庄检查天然气保障工
作，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天然气供需
平衡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
有所为，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许勤一行来到省天然气应急调
度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全省各地天然
气运行监测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每
日供需情况，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
加强实时调度，确保平稳运行。在新
苑小区供热站，许勤仔细查看燃气供
热设备运行情况，走进新苑小区赵大
妈和王先生家中，查看温度表，询问

室温达不达标、家里暖不暖和，并叮
嘱供热站同志一定要尽职尽责做好
供暖工作。

当天下午，许勤主持召开省长办
公会议，专题研究调度气源保障问
题。他强调，做好天然气供应是供暖
工作的重要基础，事关千家万户、事

关民生民心。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牢
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把人民群
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等重要
指示，站在讲政治、讲大局、保民
生的高度，主动作为，多方施策，
千方百计做好天然气保供和冬季供

暖工作，真正把总书记的关怀、党和
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许勤要
求，省天然气应急调度指挥中心要把
工作做细做实，认真摸清底数，准确
掌握全省天然气动态供需情况。多
渠道争取气源，全力保证供应。要加
强供需预警监测，（下转第三版）

许勤在石家庄检查天然气保障工作时强调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确 保 人 民 群 众 温 暖 过 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