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连日
来，全省工会组织以实地参观学习和
研讨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追寻辽宁工人运
动光辉历史，重温工人阶级为全省经
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巨大贡献的光
辉事迹，深入了解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内在联系，在思想和心灵深处接受深
刻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洗礼，并纷纷表
示将把学习效果体现在工会工作上，
不断增强服务振兴发展和服务职工群
众的本领，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作出工会人应有的贡献。

6 月 12 日清晨，省总工会机关及
直属单位全体党员干部来到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重温那段血与火的
历史。在纪念碑前，大家肃穆静立，

唱国歌、向烈士敬献花圈、鞠躬默哀、
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当天，省总
工会还召开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学习研讨会，会议强
调，要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宗旨意识，结合推
动辽宁振兴发展，联系工会工作的实
际，聚集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充分运用工会组织的资源和
手段，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要切实加强工会干部队伍政
治能力建设，结合主题教育活动，在
工会广大党员干部中增添正能量，不
断夯实工会系统党的建设工作，把开
展主题教育同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结合起来，同落实省委有关文件及省
总工会配套文件结合起来，同推进省
总工会当前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

全面提升“双服务”工作成效和工会
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在铁岭，市总工会要求全体机关
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并开展党支部学习讨论活动，
要求每名党支部成员进行学习讨论
发言。在此之前，市总工会还以“五
四”青年节为契机，组织机关全体年
轻干部到沈阳工业展览馆参观学习，
了解中国工业的发展历史，激励他们
干好本职工作。此外，铁岭市总工会
还要求全市各级工会领导特别是主
要领导，围绕新时代职工队伍变化、
工会改革创新和服务等开展基层大
调研活动。

此外，通过集体组织观看《雷锋
1959》和《毛丰美》等影片，各级工会党
员干部对雷锋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对毛丰美爱岗敬业的崇高精神有
了更深的认识，他们纷纷表示，要坚持
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坚持走勤学善
思的创新之路，要坚持以诚相待，同舟
共济，做和谐共事的娘家人。

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
各级工会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以严
的作风、严的要求、严的措施落实主题
教育，确保主题教育不走过场，把开展
主题教育作为推动工会工作的重要机
遇和强大动力，深入推进工会各项重
点工作，交上一份让党中央和省委放
心、让职工群众认可的答卷。

用主题教育增强“双服务”本领

要闻
YAOWEN

032019年6月17日 星期一

编辑：刘新宏 视觉设计：张 宁 校对：刘永志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6 月 16
日晚上，在结束对吉尔吉斯共和国、塔
吉克斯坦共和国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第五次峰会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
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
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
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16日上午，习近平离开
杜尚别启程回国。离开时，塔吉克斯
坦总统拉赫蒙到机场送行。两国元首
亲切话别。

习近平感谢拉赫蒙总统和塔方的
热情周到接待，祝贺塔方成功举办亚
信峰会。习近平表示，在塔吉克斯坦
访问非常愉快，特别是我和总统先生
就共同关心的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
见，达成重要共识。中塔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已经取得积极成果。相信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各领域合作一
定会再上新台阶，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拉赫蒙祝贺习近平访问塔吉克斯
坦取得圆满成功，感谢习近平和中方
为亚信峰会举行所作贡献。拉赫蒙表
示，塔吉克斯坦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
中国人民怀有深厚友好感情，珍视塔
中关系，感谢中方对塔吉克斯坦的宝
贵支持。习近平主席这次访塔富有成
果，意义重大。塔方愿以此为契机，深
化两国关系。

结束对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新华社杜尚别6月15日电（记
者郝方甲 骆珺） 国家主席习近平 15
日在杜尚别出席仪式，接受塔吉克斯
坦总统拉赫蒙授予“王冠勋章”。

授勋仪式在总统府举行。塔方司

仪宣读授勋总统令后，拉赫蒙为习近平
佩挂塔吉克斯坦国家最高勋章“王冠勋
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拉赫蒙高度赞赏习近平为塔中关
系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愿同习

近平主席一道引领双边关系得到更大
发展。

习近平表示，拉赫蒙总统授予我
“王冠勋章”，饱含着全体塔吉克斯坦
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我对此

十分珍视。我愿同拉赫蒙总统一道，
推动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
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

习近平接受塔吉克斯坦总统授予“王冠勋章”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在光明
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报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 年来，

光明日报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与
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团结、联系、引
导、服务知识界，在政治建设、理论创
新、道德引领、教育启迪、文化传播、科
学普及等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希望光明日报深入学习贯
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
守思想文化大报的定位，坚持守正创
新，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在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上不
断作出努力，传递党中央对广大知识
分子的殷切期待和热情关怀，把广大
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
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16日上午，庆祝光明日报创刊7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会上宣
读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他说，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深
入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用心建设
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奏响团结奋进
的时代强音，以内容建设和媒体融合
的新优势，把光明日报办成底蕴深厚、
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思想文化大报。

会上，光明日报社负责人和专家
学者代表、编辑记者代表、离退休老同
志代表发言。

光明日报创刊于 1949 年 6 月 16
日，现为中共中央主管主办、以知识分
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全国性思想文化
大报，面向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发行量超过100万份。

习近平致信祝贺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
强调坚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值此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报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70年来，光明日报自觉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
团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界，在政治
建设、理论创新、道德引领、教育启迪、
文化传播、科学普及等诸多领域，发挥
了重要作用。

希望光明日报深入学习贯彻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思想

文化大报的定位，坚持守正创新，构建
全媒体传播格局，在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上不断作出努
力，传递党中央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殷
切期待和热情关怀，把广大知识分子
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习近平
2019年6月16日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习近平致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的贺信

2019年6月12日至16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应邀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比什
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在杜尚别举行
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
次峰会。行程结束之际，国务委员兼
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
情况。

王毅说，6 月是元首外交的繁忙
季节。习近平主席刚刚成功结束对俄
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并出席圣彼得堡
国际经济论坛，又飞抵比什凯克和杜
尚别，访问中亚邻国并出席上合、亚信

“双峰会”。这是一次睦邻友好之旅、
共建“一带一路”之旅、弘扬“上海精
神”之旅、引领亚洲合作之旅，为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
了新篇章。

5 天 4 夜里，习近平主席不辞辛
苦，先后出席 30 多场双多边活动，巩
固了友谊互信，增进了理解共识，收获
了丰硕成果。

青山着意化为桥。巍峨的天山山
脉和帕米尔高原见证着中国外交坚定

从容，稳步前行。国际舆论认为，在各
种风险挑战面前，中国坚持多边主义、
坚持共同安全、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开
放包容、坚持公平正义，赢得了越来越
多的理解，获得了越来越强的支持，为
世界稳定增添了新信心，为全球经济
注入了新动力，为国际合作开辟了新
前景。

一、深化传统友谊，增进
睦邻合作

王毅说，中国同包括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山水
相连，命运与共。建交 27 年来，双方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在国际社会树立
了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大小国家
友好合作的典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中国和中亚国家面临共同
的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构建更为紧
密的合作关系，更好地维护各自和共
同的利益。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都
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西出阳关
皆故人。此次习近平主席分别时隔
6 年和 5 年再次到访，受到两国最高

规格礼遇，彰显了元首间的亲密友
谊和两国同中国关系的高水平。吉
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塔吉
克 斯 坦 总 统 拉 赫 蒙 均 前 往 机 场 迎
接。热恩别科夫总统邀请习近平主
席在总统官邸做客茶叙，一对一畅
谈。拉赫蒙总统在 6 月 15 日的欢迎
宴会上作出特殊安排，为习近平主
席送上衷心祝福。热恩别科夫总统
和拉赫蒙总统还分别向习近平主席
授予各自国家最高奖章，感谢习近
平主席为发展吉中、塔中关系所作
的卓越贡献。

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双边关系，
指出中吉、中塔是名副其实的好邻
居、好伙伴、好朋友，双方关系进入历
史最好时期，面临广阔发展前景。习
近平主席分别同热恩别科夫总统、拉
赫蒙总统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增进高
水平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全
面加强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
股势力”；在国际上共同倡导多边主
义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习近平主

席重申中方尊重中亚国家走符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中亚国
家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所采取的内
外政策，强调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
何变幻，中国都是中亚国家可信赖的
朋友、可依靠的伙伴。往访国领导人
表示，他们钦佩并祝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高
度重视深化对华合作，将中方视为长
久的朋友和真诚的伙伴，将继续把对
华关系置于本国外交的优先方向。
他们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特别是
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重
大意义，值得学习借鉴。访吉前夕，
热恩别科夫总统还专门出席了中吉
双方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一卷吉文版首发式暨中吉
治国理政研讨会。

习近平主席同两位总统分别签署
了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
合声明，为双边关系发展规划了新的
蓝图。中塔联合声明中写明，在两国
全天候友谊基础上，打造安全共同体
和发展共同体，共同致力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下转第五版）

青山着意化为桥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和亚信杜尚别峰会

据新华社合肥 6月 16 日电
（记者鲍晓菁）“共和国的英雄，哪
里才是你的家？”——2018 年 2 月
10 日，《解放军报》刊载了为志愿
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烈士王
学风寻找家乡和亲人的故事，引起
读者转发、热议。

1951 年 3 月，王学风跟随所
在的志愿军第 40 军踏上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征途。时任 120
师 358 团 1 营 3 连副班长的他，因
骁 勇 善 战 先 后 荣 立 大 功 两 次 。
1953年4月，“联合国军”进攻华岳
山前沿阵地。王学风率领一个 20
人战斗小组坚守在华岳山，由于敌
众我寡，战斗异常艰苦。在打退敌
人第二次进攻时，王学风的脸腮被
子弹贯穿，血流满面，只简单包扎
了一下继续投入战斗。这时，一
颗子弹打中他的头部，他顿时昏
迷过去。

不久，苏醒过来的王学风听到
敌人的枪声愈来愈近，便命令战友
董万玉赶快撤离，等敌人合围过
来，王学风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扔出
去，敌人的机枪扫射过来，他的双
腿被打断。为了不当俘虏，王学风
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滚下山崖，牺牲
时仅25岁。

王学风的名字被刻在朝鲜平
壤志愿军展览馆的纪念墙上，排
在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
第一行第六位。然而60多年过去
了，英雄的家乡究竟在哪儿，一直
是个谜。

1995 年 9 月中旬，在辽宁省
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安徽砀
山县委、县政府考察团成员偶然
看到“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
斗英雄王学风，江苏砀山县（现
属安徽）人”字样后，便开始进行

英雄籍贯查询工作，然而，党史、
民政、档案等部门都没有找到有关
英雄的记录。

2012 年，砀山县党史办工作
人员王东超从解放军档案馆找到
王学风的立功情况和事迹材料，
其中在籍贯一栏写着：江苏省砀
山县 六 区 王 寨 镇 ，然 而 有 关 部
门在当地并没有找到像王学风
的人。

2017 年，解放军报记者根据
线索寻访到山东海阳，海阳市北
城阳村 74 岁村民王学国与照片
中的王学风十分相似。王学国
称，1941 年，他的大哥王学风 15
岁，被时任海阳盘石区党组织负
责 人 王 建 熙 看 中 ，接 收 为 通 信
员。1942 年夏天，16 岁的王学风
正式参军入伍，为十三纵（海阳独
立营）战士，后调入胶东军分区特
务连。王学风先后向家里捎过 4
封书信，最后一次是 1948 年春，
地址是辽宁锦州，此后再也没有
与家里联系过。海阳市荣军医
院九旬老人高成新回忆称，1952
年 5 月，他在朝鲜战场上两支部
队 急 行 军 途 中 偶 遇 老 乡 王 学
风。此外，也是从北城阳村入伍
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新勤 1978
年回家探亲时，曾亲口对王京义
说，入朝作战时，他亲眼见过王学
风。然而目前还缺少董万玉等关
键证人。

砀山县党史部门统计，由于战
乱和间隔时间久远，仅新中国成
立前砀山县六区范围内王姓 80
岁以上参军未归的就有 10 多人，

“清明节想给烈士在家乡立个碑，
让他魂归故里，可是仍未找到烈
士的亲人，怎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王东超说。

王学风：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
者齐中熙） 我国首个盾构工程专
家库 16 日在北京成立。这一专
家库由北京盾构工程协会发起成
立，专家库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钱
七虎、国际隧道与地下空间协会
主席严金秀等中国盾构业的“最
强大脑”。

北京盾构工程协会秘书长阮
霞介绍，专家库成立后，将配合有
关部门，制定相关行业标准、编写
行业规范、规范行业教材，广泛开

展盾构工程行业科技创新、信息交
流、学术研讨、人才培训、技术咨询
等活动，进一步推动我国盾构行业
技术进步。

盾构机又称为隧道掘进机，广
泛用于穿江越海隧道、地铁挖掘、
市政管廊等地下施工。随着近几
年我国盾构行业的快速发展，盾构
法施工在城市轨道交通、铁路、公
路隧道、地下综合管廊等工程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由此派生出的相关
产业链也在不断地扩大。

我国首个盾构工程专家库
在北京成立

新华社哈尔滨 6月 16 日电
（记者王建） 16 日，中俄（哈尔滨）
经贸指数在哈尔滨首发。专家表
示，这一指数将全方位、多层次地
反映中国对俄经贸的往来情况，
客观反映双边贸易发展水平和
趋势。

据了解，中俄（哈尔滨）经贸
指数首期发布成果由国家贸易
指数和区域贸易指数两部分构
成，不仅包含了中国对俄贸易指
数、中国对俄贸易进口指数、中
国对俄贸易出口指数、产业内贸
易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还包
括哈尔滨城市辐射力指数，为哈

尔滨对俄中心城市发展提供决
策支持。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
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马友君认为，
中俄（哈尔滨）经贸指数的研究和
发布，不仅对黑龙江省对俄合作进
行全方位的梳理和研究，更对两国
经贸合作在数据支撑方面起到引
领作用。未来的中俄区域合作、投
资合作和产业合作都需要大数据
支持。

据悉，中俄（哈尔滨）经贸指数
由中国经济信息社组织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等机构学者设计研发。

中俄（哈尔滨）经贸指数首发
将成两国贸易“晴雨表”

（上接第一版）

选准一个产业，黄土
也能生金

太平山村村委会办公楼后，是
一排排新建的大棚。

6月11日一大早，村民王福春
就在自家棚里忙活起来。他家棚
里有2万个菌棒，培植的平菇已经
进入采摘期。

村干部王纯刚告诉记者，这
是太平山村流转土地发展起来
的新产业。2017 年，为壮大集体
经济，村里建了3栋高标准蔬菜大
棚，成立了合作社，为了带动老百
姓发展经济，党员干部纷纷带头
入股。

去年，村里又以合作社的名
义建起十来栋大棚，鼓励老百姓
用土地入股，将土地的租金投入
到合作社获得分红。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既可以入股分红，也可
以到合作社打工，让贫困户脱贫
致富。在太平山村的规划里，今
年他们准备再盖 20 栋大棚，种植
果木、特种蔬菜等，发展乡村采摘
旅游。

平坦的村路旁，是太平山村
的“黑又亮”茄子基地。王纯刚一
边和村民打招呼，一边向记者介

绍，经过多年的发展，太平山的村
民都富了起来，一旦看到别人有
好的种植养殖项目，根本不需要
贷款，三万五万的家家都能拿得
出来，这也让太平山村今后的转型
发展有了良好基础。今年 3月，村
里决定扩大土地流转面积，鼓励
村民种植“黑又亮”茄子。看到种
茄子效益好，不差钱的村民们一
下子就把茄子种植面积扩大了 4
公顷。

2017 年，记者曾到太平山村
采访，当时谈及今后的打算，陈秀
艳说：“眼下最迫切的事儿就是做
好土地流转，鼓励村民加入合作
社，争取在三到四年内让村民收
入翻一番。”

如今，这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中。

走在太平山村平坦的柏油
路上，记者看到村民自发地在清
扫保洁，为绿树红花锄草浇水；
夜 色 降 临 ，村 民 又 自 觉 地 在 街
上 巡 逻 …… 王 纯 刚 告 诉 记 者 ，
百姓富了，村民的文明程度也提
高了。

村容美，民风淳，家有梧桐树，
招得凤凰来。如今的太平山村已
经有多家企业落户，村民的日子也
越过越红火。

村强民富太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