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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7
日致电马塞洛·德索萨总统，祝贺他当选连任葡萄牙共
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去年以来，中葡关系经历疫

情考验，传统友好展现新生机，抗疫卫生合作迈出新步
伐，务实合作续有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葡关系发展，
愿同德索萨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葡关系不断取得新成
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葡萄牙当选
连任总统德索萨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7日下午在北京以视频连线
方式听取了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贺一诚2020年度的述职报告。贺一诚
汇报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过去一年
工作和当前形势。

习近平说，因为疫情防控需要，这
次采取视频方式听取你对2020年工作
的述职报告。2020年是你和新一届特
别行政区政府的开局之年。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你们快速反应、
措施有力，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

情，迄今已连续超过300天没有本地新
增确诊病例，赢得了澳门市民和各有
关方面高度赞誉。在防控疫情的同
时，你们采取有力措施恢复经济、纾解
民困，取得了积极成效，促进了澳门社
会和谐。对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
作，中央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表示，中央始终关心澳门同
胞的福祉、关心澳门发展。我们将继续
全力支持澳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支持澳门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澳门加快经

济适度多元发展，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把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
两制”成功实践不断推向前进。

贺一诚表示，衷心感谢中央对澳
门的关心和支持。他将继续团结带领
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切实履行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
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国家新发展
格局，努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
两制”实践新局面。

韩正、丁薛祥、郭声琨、尤权、夏宝
龙等参加了上述活动。

习近平听取贺一诚述职报告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7日下午在北京以视频连线
方式听取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2020年度的述职报告。林郑
月娥汇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过去
一年工作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情况。

习近平说，因为疫情防控需要，这
次采取视频连线方式听取你对2020年
工作的述职报告。我首先向香港特别
行政区全体居民表示诚挚的慰问。新
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一年多，给世界带
来严重冲击。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国

际性城市，所受影响比较大。前一段时
间，香港暴发第四波疫情，对市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较大威胁，也给大
家工作生活造成许多困扰。我很关心、
很担忧。中央政府已经并将继续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
区抗击疫情。大家要坚定信心、团结抗
疫。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眼前
的困难一定能够战胜。

习近平表示，一年来，你和特别行
政区政府沉着应对“修例风波”、新冠肺
炎疫情和外部环境不利变化带来的多

重严重冲击，想方设法维护秩序、防控
疫情、纾缓民困、恢复经济，已取得一定
的成效。特别要指出的是，全国人大常
委会制定颁布香港国安法后，你带领特
别行政区政府坚决执行，依法止暴制
乱，努力推动香港重回正轨。在涉及国
家安全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你立场坚
定、敢于担当，展现出爱国爱港的情怀
和对国家、对香港高度负责的精神。中
央对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履职尽责的
表现是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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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听取林郑月娥述职报告

本报1月27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月 2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
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来到乌海市代表
团参加审议。他强调，要以更加强烈
的紧迫感加快推进产业和城市转型，
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在新的起
点上奋力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会场气氛热烈，代表发言踊跃。史
万钧、唐毅、郑璐、宿静、韩丽萍、尹中
强等代表分别发言，大家讲认识、谈体
会，谋发展、话未来，就做好有关工作
提出意见和建议。石泰峰认真倾听、不
时询问，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

石泰峰指出，乌海市作为典型的
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解
决好产业和城市转型问题是必须要迈
过的坎。要深刻认识长期过度依赖煤
炭资源粗放发展留下的严重后患，切
实增强危机意识、紧迫意识，清醒认识

面临的形势任务，敏锐把握政策机遇，
下大气力把产业结构调过来、把产业
层次提上去、把动能转换过来。要立
足现有基础和比较优势扬长补短、扬
长避短、释放潜力，对已经布局形成的
能源资源型产业要坚持优存量、提质
量，按照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的方
向加强改造提升，推动产业链往下游
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不断提高
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扎实推动“科技
兴蒙”行动相关项目落地落实，优化政
策供给，提供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环
境，最大限度激发各方面创新创造活
力。要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积
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有效整合区域要素打造推出更多特色
旅游产品，打牢支撑地区转型发展的
产业基础。

石泰峰强调，要突出大气污染防治
这个重点，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

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进一步
加大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力度，深入开
展联防联控联治，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要把节能减排降耗作为硬约
束，倒逼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加快推
动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改造和超低排放改
造，确保排放总量不断降低、发展质量
不断提升。要深入研究解决黄河海勃湾
水利枢纽工程泥沙淤积问题，切实增强
水土流失防治能力。

石泰峰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
全，及时防范化解发展中潜在和面临的
各种风险，特别要防范化解好财政金融
和安全生产领域的风险。要以深化煤
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为
牵引，下大气力净化地区政治生态，切
实把政治建设牢牢抓在手上，把管党治
党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持续用力营
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从
政环境。

石泰峰在参加乌海市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以更加强烈的紧迫感加快推进产业和城市转型
扎实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本报1月 27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月2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参加自治区政协十
二届四次会议经济界、科技界、科协、社
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讨论。
他强调，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
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
想，着力提高聚焦中心、围绕大局开展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优势，认
真履行职责，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自治区政协主席李秀领，自治区领
导张韶春、段志强、王中和、常军政参加
联组讨论。

讨论中，贾振国、李峰、杜凤莲、杨
永胜、姚一萍、池建义、王芳、王允枫等
8位委员先后发言，围绕推动解决自治

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建言献
策。石泰峰认真倾听委员们的意见和
建议，并就有关问题与大家深入交流。

在听取发言后，石泰峰说，李秀领
同志所作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政治
站位高、总结成绩实、分析问题准，部署
工作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是一个高举
旗帜、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的报告。过
去一年，自治区政协坚持发扬民主和增
进团结互相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强化担当，主动作为，广大政
协委员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
踊跃投身抗击疫情伟大斗争和推动高
质量发展火热实践，为自治区各项事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泰峰指出，今年是一个特殊重要
的年份，做好各项工作、实现既定目标，
需要全区上下坚定信心、勠力同心、苦

干实干。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
协委员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要求，切实在助力自治区走好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上献计出力、担当作为。要积
极参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动参
与“科技兴蒙”行动和自治区重大科研
项目、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切实在推动
提升全区科技创新能力上献计出力、担
当作为。要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开展
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协助党委和政府破
解民生难题、增进民生福祉，切实在满
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上献
计出力、担当作为。

■下转第2版

石泰峰在参加自治区政协
十二届四次会议联组讨论时强调

着力提高聚焦中心围绕大局开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 1月 27日讯 （记者 郭俊
楼）1月 27日下午，自治区政协十二届
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2位
委员进行大会发言。

自治区政协主席李秀领，自治区政协领
导王中和、罗志虎、董恒宇、刘新乐、常军政、
马学军、张华、其其格、魏国楠及秘书长狄瑞
明出席会议，政协副主席郑福田主持会议。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林少
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伟东，自
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张韶春，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段志
强，自治区副主席欧阳晓晖，内蒙古军区副
政委李少军出席会议并听取委员大会发言。

杨伟东作自治区政协十二届四次
会议关于人事事项说明。魏国楠作关
于选举办法草案的说明。

会上，洪冬梅、姚一萍、梁存柱、乔
明、金桩、邱志刚、李文平、张春玲、蓝
峰、张慧媛、刘德、安润生委员，围绕打

好节能减排攻坚战、推动“十四五”我区
经济增长提质增效，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增加科技有效供给，保障草种质资
源安全、促进生态草业发展，推进政协
协商向基层延伸，推进我区供暖清洁化
发展，推动我区通用航空产业高质量发
展，健全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促进我
区天然气产业协调稳定发展，实施人畜
分离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加强我区旗
县级疾控机构服务能力建设，加强我区
不可移动文化遗产风险防控及保护，加
快我区农牧交错带经济发展，加快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我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等主题作了大会发言。

据了解，自治区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共收到发言材料154篇，内容涉及自治区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

当日下午，还召开了自治区十二届
政协第48次主席会议，审议了提交分
组讨论的有关文件、人事事项等。

自治区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李秀领出席
本报1月27日讯 （记者 及庆

玲）1月 26日下午、27日上午，参加自
治区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委员们分
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自治区“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委员们高度评价政府工作报告，
认为报告客观全面地总结了过去一年
和“十三五”时期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对存在的问题不遮不掩，对今年
工作部署重点突出、切实可行。

委员们认为，纲要草案通篇贯穿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分析形势
全面深入，谋划工作切中要害，体现出
内蒙古区情实际和全区各族人民愿望，

是一份高标准、高质量的好规划。
张建国委员建议，要持续强化内

蒙古品牌建设，实施品牌兴区工程，建
设一系列内蒙古的知名品牌。

武永刚委员建议，在医疗机构管
理中，对疫情防控管理进一步细化分
级，明确规范化标准和流程，让防疫工
作有标准可依。

李相合委员建议，在能源消耗、污
染排放、耕地占用、水资源等指标的安
排与投放上，在重大项目的安排上以及
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向重点盟市倾斜。

委员们纷纷表示，要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

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自治区“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本报1月27日讯 （记者 苏永
生）1月 26日下午到27日，出席自治
区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认真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

代表们认为，政府工作报告通篇
贯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三次全
会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成
绩客观务实，分析形势深入透彻，谋划
工作重点突出，是一个高举旗帜、求真
务实、催人奋进的报告。

报告科学总结了2020年及“十三
五”时期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指出了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任务和2021年工作进行部
署，并提出了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努
力方向，为自治区准确把握新发展阶
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
新发展格局，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扎
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
代表们认为，“十四五”时期是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走出一条符合战
略定位、体现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必须坚持深化改革，不断增强发
展动力和活力，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高水平实行对外开放，更好地
融入国内大市场和国际国内双循环。
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
风险。

代表们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
告描绘了自治区未来发展的宏伟蓝
图，要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
的宏伟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紧密团结、努力奋斗，围绕
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
策，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
大中国梦”作贡献。

自治区人大代表
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连线方式听取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020年度的述职报告。
新华社记者 刘彬 摄

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连线方式听取了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2020年度的述职报告。
新华社记者 刘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