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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0日讯 （记者 刘晓
冬）7月 19日，包头市固阳县、达茂旗
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引发洪灾，造成
3人死亡、7人失踪。险情发生后，自
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
恒第一时间作出批示。

李纪恒在批示中要求，包头市
委、政府要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

灾工作，全力搜救失踪人员，救治受
伤群众，做好死者善后及家属安抚等
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吃住，尽最
大努力把因灾损失减少到最小程
度。要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加强动态
监测，做好疫病防治等工作。要抓紧
启动灾后重建工作，尽快恢复灾区正
常生产生活。

李纪恒对包头市固阳县达茂旗
遭遇强降雨引发洪灾作出批示

本报7月20日讯 （记者 戴宏）
7月19日，包头市固阳县、达茂旗遭遇
强降雨，部分地区引发洪灾，造成3人
死亡、7人失踪。当日，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作出批示。

布小林在批示中指出，自治区政府
相关领导以及自治区防汛指挥部、包头市

政府要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位，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搜救失踪人员，
及时转移受洪水威胁地区群众，妥善安置
受灾群众，做好遇难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
工作。自治区防汛指挥部要指导、支持和
督促各盟市进一步加强防汛工作，坚决防
止麻痹思想，确保安全度汛。

布小林对包头市固阳县达茂旗
遭遇强降雨引发洪灾作出批示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7月20日，在对塞内加尔共和
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内加尔《太阳报》
发表题为《中国和塞内加尔团结一致》的署名文章。文章如
下：

中国和塞内加尔团结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提起塞内加尔，人们马上会想到非洲足坛劲旅“特兰加
雄狮”队，有世界最艰苦比赛之称的达喀尔汽车拉力赛。这里
还是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文化之邦。贵国开国总统桑戈尔
就是著名诗人和作家，他1974年访华时，同毛泽东主席讨论
过诗词，他的著作积极倡导“黑人传统精神”，提升了塞内加尔
和非洲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近年来，在萨勒总统领导下，塞内加尔成为发展热土，正
向“振兴塞内加尔计划”提出的宏伟目标迈进。我很高兴应萨
勒总统邀请对塞内加尔进行国事访问。我期待通过这次访
问，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深化合作，推动中塞关系得到更大发
展。

中塞关系已经走过47个年头，其间，有过波折，走过弯
路，但双方相互支持、友好合作是主流，两国人民的心始终相
连。2005年中塞复交后，两国关系翻开新的一页。中方支持
塞方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塞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两国政治互信水平不断提升，互
利合作成果实实在在，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密切协
调。中塞关系实现了从长期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的跨越。

现在，中国是塞内加尔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花生进
口国，双边贸易额10余年间扩大了16倍。中国是塞内加尔
第一大融资来源国，由中国融资建设的方久尼大桥、捷斯－图
巴高速公路等项目将有力促进塞内加尔经济发展。中方提供
融资实施的乡村打井工程将建设251口水井和1800公里管
线，解决塞内加尔七分之一人口的吃水用水问题，中方援建的
国家大剧院、黑人文明博物馆、竞技摔跤场等为传承和发扬塞
内加尔文化传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当年，桑戈尔总统看到中国
援助塞内加尔的农业专家同当地人民一样劳动、一样满手泥
巴，非常感动。今天，中国专家仍在田间地头，同塞内加尔兄
弟姐妹一起切磋水稻和蔬菜种植技术。友谊在两国人民心中
扎下了根。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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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阿布扎比 7 月 20 日电
（记者 李忠发 缪晓娟）阿联酋阿布
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和副总统兼总理穆
罕默德20日在总统府大厅共同举行
隆重盛大仪式，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

7月的阿布扎比晴空万里。当地
时间上午11时30分许，习近平乘车驶
入总统府。总统府内，中阿两国国旗
迎风飘扬，雄壮威武的马队在习近平
周围迎接护卫。现场鸣放 21 响礼
炮。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从车
队上空飞过，在蓝天划出象征中国国

旗的红、黄色带，向远道而来的中国贵
宾致敬。

习近平抵达总统府主楼时，阿布
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和副总统兼总理穆
罕默德在停车处迎接。两国领导人步
入大厅。总统府大厅金碧辉煌，气势
恢宏。习近平同阿方主要官员握手。
穆罕默德王储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习近平和穆罕默德王储一同登上检阅
台。军乐队奏中阿两国国歌。习近平
在穆罕默德王储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出席欢迎仪式。

习近平出席阿联酋阿布扎比
王储穆罕默德和副总统兼
总理穆罕默德共同举行的

欢迎仪式

本报7月20日讯 （记者 刘晓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
声琨7月19日至20日在我区调研时强
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团结各
族群众，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在学懂弄通
做实中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汲取强大前进
力量，着力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进一步筑牢祖国
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郭声琨深入基层政法单位、社区嘎查
与基层干部群众和政法干警交流，召开座
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在兴安盟中级人民
法院、检察分院和司法局，郭声琨考察司法
体制改革情况，充分肯定他们针对辖区地
域广阔的实际，通过视频接访、旅游纠纷在
线调解、异地远程开庭等方式，为当事人提
供便捷服务的做法，鼓励他们因地制宜推
进改革创新，让人民群众更快更好感受到
司法公正。

在乌兰浩特市兴安派出所、代钦社
区、义勒力特嘎查，郭声琨详细询问网格化
管理、矛盾纠纷调处、综治中心建设运行等
情况，深入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
他强调，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政法机
关服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
役。要坚持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
乱，保持对黑恶势力高压打击态势，集中整
治突出治安问题，带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
水平。要把治安管理与法律服务结合起
来，切实把服务群众的工作做实做细。

扎赉特旗是中央政法委定点扶贫点，
郭声琨专程来到这里，走访贫困群众，看望
挂职干部，考察产业扶贫等工作。在贫困
村民杨继海家中，得知一家人在党委和政

府帮助下，通过种植、养殖有了稳定收入，
患病的孙女得到很好救治，郭声琨十分欣
慰。他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习近平总
书记十分牵挂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党作出
的庄严承诺。要带着政治责任、怀着深厚

感情，认真履行帮扶责任，把扶贫与扶志、
产业扶贫与健康扶贫结合起来，坚持精准
发力，落实各项扶贫措施，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纪恒，自治区政协主席、党委政法委书记李
佳，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罗永纲，自治
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杨伟东，中央政法委
副秘书长雷东生，公安部副部长许甘露等
分别参加调研。

郭声琨在我区调研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李纪恒李佳参加调研

新华社阿布扎比7月20日电 （记
者 陈贽 霍小光 郑开君）国家主席习
近平20日在阿布扎比同阿联酋副总统兼
总理穆罕默德、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举
行会谈。双方一致决定，建立中阿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加强各领域深度合作，推动
两国关系在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上不断发展。

习近平首先感谢阿联酋方面作出的
盛大热情接待安排，指出这充分体现了阿
方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中阿关系
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强调，2015年12月，
我同王储殿下在北京就加强两国友好合
作达成很多重要共识，共同引领双边关系
进入全面、快速、深入发展新阶段。中阿
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这次访问期
间，我们两国正式建立中阿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有利于双方深化战略互信，提升互
利合作水平。相信中阿可以成为相互学
习、相互借鉴、相互帮助的好朋友、好伙伴，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习近平并请转达对
哈利法总统的亲切问候，祝他早日康复。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把中阿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落到实处，夯实政治互信，继续照
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支持对方走
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阿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中方视阿联
酋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点国家，赞赏
王储殿下提出“重振丝绸之路”设想。双方
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产业政策沟通，规
划好、运营好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
目，促进中东海湾地区经济发展。中方愿
同阿方打造全方位、立体化能源合作格局，
深化投资和金融合作，拓展创新合作。要
加强安全合作，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要坚持民心相通，密切人文交流，加
强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包容互鉴。中方支
持实施好王储殿下发起的“青年大使”访华
项目，赞赏副总统兼总理殿下推出的“拥抱
中国”计划，愿同阿方分享经验，共同将迪
拜世博会办成一届令人瞩目的盛会。

习近平指出，当前，西亚北非地区民
众普遍盼稳思定，谋和平、行改革、促发展
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中方愿同阿方深化
战略合作，积极探索以发展促和平的中东
治理路径，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热点问题，

共同促进中东地区安全稳定。
穆罕默德副总统兼总理表示，热烈欢

迎习近平主席来访，希望习主席感到宾至如
归。阿联酋钦佩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骄人成
就，赞赏中国奉行开放的发展战略，愿密切
同中国广泛领域合作，做中国可靠的伙伴。
相信习主席这次访问将把阿中伙伴关系推
向新高度。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阿拉伯世
界同中国保持着悠久的传统友好。今天，中
国正引领世界重启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
议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阿联酋愿继续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

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表示，我对
2015年对中国的访问记忆犹新。阿方很

高兴能接待习主席这次对阿联酋的历史
性访问。我们十分钦佩中国取得的发展
成就，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和
治国理政理念，相信中国有着光明的未
来，必将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更大
贡献。阿中在政治、经济、金融、科技、能
源、人文等广泛领域拥有巨大合作潜力，
深化同兄弟般中国的传统、战略、友好关
系始终是阿联酋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
阿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
双方共同心愿，将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阿
联酋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赞赏中国在
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愿密切同中国在
发展、反恐等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

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建立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一带一路”
建设等合作文件的签署。

穆罕默德王储向习近平授予阿联酋
国家最高荣誉勋章扎耶德勋章。

授勋仪式后，穆罕默德王储向习近平
赠送1匹阿拉伯马。阿拉伯马是世界最古
老名贵的马种之一，向贵宾赠送阿拉伯马
是阿联酋王室对尊贵挚友的特殊表示和
极高礼节。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
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

双方一致决定建立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7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陪同下，在兴安盟扎赉
特旗巴彦高勒镇永合村向村民了解脱贫情况。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7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布扎比同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详见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