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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哲学社会科学交流互鉴新平台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月综述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活动月圆满结束。2018 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40 位学人、44 场活动、全区近 40 家
单位参与、5000 余受众，汇聚形成了一场跨区
域、跨学科、跨部门、综合性、高层次的学术饕
餮盛宴。由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自治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盟市社科
联、区直社科类社会组织协办，全区范围内的
大型学术活动——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活动月连续成功举办四届，现已成为我区哲学
社会科学界学术交流互鉴的新平台，并正在成
为自治区文化领域的一张闪亮名片。

共创平台 推动学术互融互通

时间回到 2014 年。尽管在自治区范围内
每年均开展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活动，但属
于 自 治 区 社 科 联 主 办 的 学 术 活 动 却 屈 指 可
数。2015 年，自治区社科联发挥联系、联合、联
动的优势，充分调动自治区社科界资源，先后
创办了北疆学术沙龙、北疆论坛、学术活动月
等学术品牌，得到了自治区社科界的积极响应
和大力支持。自治区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学
术活动月融汇多方力量，高开高打，以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针对性强、影响力大
的特点，受到自治区社科界和相关领域人士的
一致好评。从第二届开始，学术活动月同自治
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工作相结合，
专注于宣介获奖成果和推树社科优秀人才。

从 2018 年 11 月 6 日下发《关于举办内蒙
古自治区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月的
通知》及《实施方案》，到当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
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成果宣传推
介座谈会，各承办单位迅速响应，精心组织、细
致落实，按时完成“规定动作”，主动开展“自选
动作”，原定 34 场学术活动最终完成 44 场，溢
出效应明显。自治区社科界的凝聚力和协作
力、自治区社科联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再一次得
到彰显。

搭建学术平台、打造学术品牌是共同的事

业，这已成为自治区社科界的共识。从地域来
看，本届学术活动月活动范围覆盖了 8 个盟市
和 1 个计划单列市，最基层下到旗县。从承办
单位来看，全区有 17 所本科院校和 2 所专科院
校承办了场次不等的活动，部分党政机关、科
研院所、盟市社科联、社科类社会组织也承接
了相关活动。从宣讲专家来看，有欣然领命
的，有主动请缨的；不论奖次高低，无借故推辞
的。有从呼和浩特冒寒远赴呼伦贝尔的，有从
城市深入旗县农村的，也有从基层单位赶赴城
市的。宣讲专家绝大多数是自掏腰包襄助这
一盛举。本届学术活动月将大局意识、共同体
意识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表现的淋漓尽致。

宣介成果 促进资源转化利用

学术成果的出版、发表，不是成果的命运
终结；学术成果的表彰奖励，也不是成果的必
然归宿。让学术成果走出象牙塔，走进同行，
走进实践，走进大众，才能更好地实现成果的
价值。

开展理论总结性成果宣传以增强发展自
信。本届学术活动月有 5 场宣讲活动选自一等
奖成果《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重点理论
丛书》。在内蒙古党委组织部、内蒙古党校、内
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民族
大学，宣讲专家分别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民族团结等方
面，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了内蒙古自治区各族
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程与成
就，并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内蒙古自治区 70
年成功实践的经验与启示，从而让人们对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成功实践及
优越性有了更深的体会，使人们更加自觉地增
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推动应用实践性成果服务自治区经济社
会发展。一等奖宣讲成果《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营销渠道力——基于纵向组织关系的西
部地区研究》，立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营销渠道这一学术前沿和我国西部地区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纵向
组织关系的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营销渠道力问题，构建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营销渠道力评价与提升的动态体系，
对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农产品加工
销售企业发展，以及政府对西部农合组织的制
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该成果的
宣讲地既有理论资源厚重的内蒙古财经大学，
又有实践资源丰富的贫困旗县，实现了理论与
实践的充分结合。

同学科跨院校交流促进学术理论融通创
新。一等奖宣讲成果《<文心雕龙>先秦两汉
文学批评研究》，阐释了《文心雕龙》的文献价
值、理论价值和文学价值，论述了《文心雕龙》
蕴藏的文学形式与内容、继承与革新的关系，
指出了《文心雕龙》对文学的艺术本质、特征的
自觉认识，对齐梁之前美学成果的全面总结，
对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细致
探索。宣讲活动促进了内蒙古师范大学与集
宁师范学院之间的文学理论交流，对自治区文
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

理论生活化、大众化提升民众的人文素
养。二等奖宣讲成果《生活艺术化十讲》，将艺
术拉下云端、融入琐碎细微的日常生活，但又
将其与世俗喧哗的生活层层剥离，放之美学哲
学那种纯粹形而上的姿态，进行全新审视定
位，并立足于生活与艺术关系基础之上的诸多
关系的哲学解析。讲座深入浅出，入情入理，
触发并带动听众共同感受与思考，体现出理论
建构的张力与活力，使更多非专业的听众受
益，促进人们生活更有情趣，以至达到“艺术
化”的境界，含蕴着诗情画意。

推树名家 助力人才强区战略

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不仅要具备深厚的学
术功底和修养，也需要有促进其理论萌发和创
新的土壤，更需要有充分展示其才华的舞台。
本次学术活动月为很多默默无闻的学者提供

了平台，展现了他们的风采。
弦歌未绝，致敬学术。一等奖《金词风貌

研究》的获奖者,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于东新
在获奖感言中提到，十年的金词研究经历，使
得自己对金源历史、文化、文学、宗教、风俗等
文献是熟悉的，对深入研究金代文学是有信心
的，尤其是获奖——学界对自己治学的肯定与
期许，既是对以往学术之路的完美小结，又是
吹响了下一个十年治学征程的冲锋号。他说：

“我深知，治学需要创新，追求真理也需要担
当。相信只要自己秉承‘阐旧邦以辅新命’、无
征不信、踏实勤奋的信念与原则，在繁荣我区
民族文学研究、建设文化强区、构建中华民族
文化自信的伟大事业中，做出一个学人应有的
贡献，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于东新教授十
年磨一剑，他的成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
家评委一致的高度评价。站在宣讲台上的那
一刻，他既是一位潜心学术的长者，又何尝不
是一位一鸣惊人的新秀呢！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一等奖《成吉思汗
祭奠仪式及其文化功能研究》的获得者内蒙古
社会科学院额灯套格套研究员所带领的团队，
运用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田野调查，对成吉
思 汗 的 祭 奠 仪 式 作 了 比 较 严 密 的 分 析 和 论
证。他提出，成吉思汗祭奠文化以成吉思汗的
丰功伟绩作为创作源泉，逐渐成为传统祭祀文
化的重要载体。成吉思汗祭奠仪式成为蒙古
族活态文化的象征，成吉思汗陵成为世界各地
蒙古人的“总神祗”，同时带动了内蒙古文化产
业的蓬勃发展。这一历史文化传统，是蒙古民
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
遗产。在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和鄂尔多斯职业
学院宣讲时，额灯套格套研究员饱含深情的语
言，引起了与会人员内心的共鸣。一场学术活
动月，让更多的人认识并记住了蒙古民族的优
秀学者——额灯套格套。

胸中万卷，谈笑挥翰。二等奖《内蒙古人
口较少民族居住区语言生态与语言传承研究》
的获奖者内蒙古大学许晋副教授是一位 80 后
的青年学者，多年致力于三少民族语言的传承

研究。她提出，内蒙古是多语言、多文化的多
民族聚居区，要建立和谐的语言社会。首先要
维护少数民族对母语文化的认同，在此基础上
大力促进多语共同发展，实现符合现实状况的
多语平衡。其次要把民族语言保护与文化保
护、发展民族语言经济结合起来。要提升弱势
语言的语言竞争力，大力开发各民族语言资源
的经济价值。这些观点对保护内蒙古丰富多
彩的语言资源，构建地区和谐语言生活，维护
地区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呼伦贝尔学
院宣讲时，许晋副教授将胸中所学结合呼伦贝
尔市的实际情况，娓娓道来、妙语连珠，博得与
会学者的满堂喝彩。为抓住这样难得的机会，
学院邀请许晋副教授当晚又加做一场讲座。

情系桑梓，惠泽故里。二等奖《内蒙古二
人台音乐源流与文化风格研究》的获奖者内蒙
古艺术学院魏琳琳老师也是一位 80 后的青年
学者，她的家乡是内蒙古包头市。15 年来，她
一直关注内蒙古二人台音乐源流与音乐风格
的研究，每年都要多次深入二人台艺术之乡
——土默特右旗开展田野调查。她将二人台
置于“城市化”语境中关照其发展历程，对音乐
形态进行详尽分析，以探究其文化价值及魅力
所在。学术活动月期间，魏琳琳老师的宣讲地
就安排在土默特右旗。在这里，她将自己多年
的研究心得与二人台艺人们进行分享，从研究
音乐文化变迁推进二人台音乐创新发展，让二
人台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

学术活动月期间，几乎每一场讲座都会深
入介绍和探讨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方法，打破
了学科界限，促进了多学科融合发展。宣讲专
家们从个人爱好和知识基础谈起研究方向，从
地域优势和政策指向谈到如何选题，从论文发
表和项目立项言及著作出版，抽丝剥茧、不厌
其烦，倾其所有地将毕生所学、所悟、所得告诉
与会者。与登堂入室者交流，为初窥门径者指
路，既展现了大家风范，也带动了后学末进。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活动月已落下帷幕，但一年一度的学术活动月
值得我们期待。

□薛瑞冬 苏日娜

遗失
声明

●不慎将内蒙古日报社王玉琢的《记者证》（证号：13150002550046）
丢失，声明作废。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
高层。”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审视两
岸关系，如同站在高山之巅看大江东
去，历史大势清晰可见、浩浩荡荡。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
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两岸同
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
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
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台海形势走
向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
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
挡的！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
一的历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
都无法阻挡的！”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两岸
关系的发展历程，以高屋建瓴、掷地

有声的话语，深刻昭示了两岸关系发
展 的 历 史 大 势 ，明 确 指 出 了 大 势 所
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充分反映了
全体中华儿女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的决心和底气。

海峡两岸分隔已届 70年。台湾问
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命运休戚相关。自 1840年鸦片战争以
来，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统一、分
裂、兴衰、荣辱紧密相连。可以说，国
家强大、民族复兴，从根本上决定着两
岸关系的走向和祖国完全统一的最终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累了势不可
挡的磅礴力量，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
各方面条件更加充分，祖国完全统一
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夙愿，更是没有
任何人能够阻挡的浩荡潮流。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台湾问题因
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
而终结！”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
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
任务。从推动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到
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从推动达
成“九二共识”，到实现两岸领导人历
史性会晤；从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的政策主张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
到形成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
一基本方略；从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到坚决挫败各种
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
立”的图谋，我们团结台湾同胞，推动
台海形势从紧张对峙走向缓和改善、
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两岸关系不
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台湾同胞定然
不会缺席。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两岸和平、促进
两岸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
道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两岸同
胞共同推动，靠两岸同胞共同维护，
由两岸同胞共同分享。新时代是中
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也是两
岸同胞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广大
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两岸同胞携手
同心，共圆中国梦，就一定能共担民
族 复 兴 的 责 任 ，共 享 民 族 复 兴 的 荣
耀。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
是 70 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
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然要求。顺应历史大势，共担民族
大义，我们就一定能早日达成国家统
一愿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祥和、
安宁、繁荣、尊严的共同家园中生活
成长。 （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

国家强大 民族复兴 两岸统一是历史大势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重要讲话

■上接第 2 版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禁止露天焚烧
农作物秸秆的宣传教育，广播、电视、
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发挥舆论引导
和监督作用，组织开展禁止露天焚烧
农作物秸秆的公益宣传活动。

第五十三条 旗县级人民政府
应当在春耕和秋收阶段组织生态环
境、农业等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对
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工作进行
检查，加强监督管理。

第五十四条 嘎查村民委员会
应当建立监管责任制，将禁止露天焚
烧农作物秸秆纳入村规民约，对嘎查
村实行网格化管理，及时发现、报告
和处置秸秆焚烧违法行为。

第八章 沙尘污染防治
第五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保护和
修复，加强植树种草，增加绿地和水
域面积，预防和治理土地沙化，保护
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第五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落实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加
快推进基本草原划定和保护工作，加
大退牧还草力度，实行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政策。对已经退化、沙化的
草原，应当限期治理。

第五十七条 治理沙化土地应
当坚持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原
则，推进政府政策性支持、企业产业
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技术持
续化创新的沙漠治理方式。

第五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沙化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土地类
型、植被状况、气候和水资源状况、土地
沙化程度等自然条件及其所发挥的生
态、经济功能，对沙化土地实行分类保
护、综合治理和合理利用。

第五十九条 治理沙化土地应
当坚持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因 地 制 宜 地 采 取 退 耕 还 林、退 牧 还
草、封沙育林育草、建设防护林、小流
域综合治理以及合理调配生态用水
等措施，恢复和增加植被。

第六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在有效治理沙化土地的基础上，大力
发展沙区特色产业，调整沙区产业结
构，发展太阳能、风能和沼气等生物
质能源，减轻沙区生活对植被资源的
依赖。

第九章 其他污染防治
第六十一条 实施绿色矿山建

设。新设立矿山执行绿色矿山建设
标准，已建生产矿山应当限期达到绿
色矿山建设标准。

对开采过的露天矿山，应当根据
矿 山 的 实 际 情 况 ，及 时 采 取 边 坡 修
复、土壤改良、植物配植等措施，进行
生态复绿工作。

第六十二条 加大农业源氨的
排放控制力度，逐步减少化肥农药使
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强化畜禽
粪污无害化处理，综合利用。

第六十三条 禁止露天焚烧沥
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
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

的物质；确需焚烧处理的，应当采用
专用焚烧装置。

第六十四条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
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
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
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
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
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
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
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
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第六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
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第六十六条 禁止生产、销售和
燃 放 不 符 合 质 量 标 准 的 烟 花 爆 竹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
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
竹。

第六十七条 鼓励和倡导文明、
绿色、生态祭祀。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按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标
志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已建化工、生物发酵等排放恶臭污染
物的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达到国
家标准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 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治或者关闭。
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氟

化物超过排放总量和排放浓度限值控
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旗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整治或者关闭。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企业拒不执行停产、限产、限排、分时
段运输等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由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
理部门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建筑工程施工、道路与管线施工、城
镇行道树施工和养护作业未采取相
应防尘措施的，由旗县级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罚
款；情节较重的，并处 5 万元罚款；情
节严重的，并处 10 万元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第七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七十四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人民日报评论员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
更好。这是一条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
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

“祝福中国！祝福世界！”习近平主席在2019
年新年贺词中，以庄严承诺和殷殷祝福，道出
了中国人民一以贯之的坚定立场，道出了世界
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心声，展现了一个大
国的责任担当，赢得了国际社会一致赞誉。

揆诸历史，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
生历史性变化。犹记 1919 年，面对“外忧
内患，更起迭乘”，《晨报》发出“果能顺应
时变，力图自新，则起死回生之机，又未必
不在今日”的祝新之辞。犹记几十年前，
因为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中国曾有被开
除“球籍”之虞。百年跌宕，百年奋起。我
们见证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第二次革命，不
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我们见证中国站上新的历史起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我们见证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
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
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
国”，成为常识更成为共识。

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逾百年，但

在不少地方和平的征程依然荆棘密布；经
济全球化大势所趋，但逆全球化潮流也正
在悄然抬头。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人
类社会向何处去？当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环
境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如何
作为？“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变
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要求我们要善于化
危为机、转危为安。准确体认变局，把握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动顺应变局，用好
发展的时与势。不畏浮云遮望眼，把握历史
规律，认清世界大势，中国可以大有作为。

面向未来，中国的道义与担当不会改
变。中国是一个大国，大有大的使命，大有大
的责任。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过30%，中国贡献有目共睹；“中国开放的大
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决心坚定
不移；“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中国
初心始终不改。中国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
同情心，历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各国人民
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愿意尽最
大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将
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继续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
世界而不懈努力。中国这个港口，永远欢迎
善意靠岸，也会让正义的风帆畅行无阻。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愿中国
日新日强，愿世界繁荣昌盛。新的一年，
我们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祝福中国！
祝福世界！ （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

祝福中国！祝福世界！
——习近平主席 2019 年新年贺词启示录⑤

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杨万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阿根廷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邹肖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
根廷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李金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巴西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杨万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
西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于红（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尼泊尔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侯艳琪（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尼泊尔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王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科
威特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李名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科

威特国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于福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阿曼苏丹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李凌冰（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阿曼苏丹国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杨广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李连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
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七、免去岳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塔
吉克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刘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八、免去叶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斯
洛文尼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王顺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斯
洛文尼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