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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
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
新华社电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 20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参加
大会的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以及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向他们表示
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
任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上午 10时，
习近平等来到京西宾馆会议
楼前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
代表们中间，
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王沪宁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他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会议代表，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
度重视，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线同志们的亲
切关怀，对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殷
切期望。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
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入开展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传教育，激励干部群
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
团结一心奋进新征
程。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培养时

代新人，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大理想。要把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精神文明创建全过
程，
提升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
增强创建工
作实效，
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要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
形成齐抓共管、
协同推进的
工作合力。
丁薛祥参加会见，
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会
上宣读表彰决定，
黄坤明参加会见并主持大会。
大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第六届全国

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代表，第二
届全国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代表，
新一届全
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分
别在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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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2020年
“读懂中国”
习近平向中国5G＋
国际会议
（广州）
致贺信
工业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电 2020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
议（广州）于 11 月 20 日在广州开幕。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
次表明，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
对各种复杂严峻的挑战，
人类比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加强合作，
共克时艰，
携手前行。
习近平强调，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
五中全会，对中国“十四五”时期发展作出
全面规划。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即将实现，明年将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进入新发展阶段。希望大家深入思考、积

极研讨、凝聚共识，为促进中国和世界的
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智慧和力量。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迄已成功举办
四届。本届会议以“大变局、大考验、大
合作——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
为主题，
有600余位全球知名政治家、
战略
家、
学者、
企业家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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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等4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景俊海同志任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
鲁同志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
员职务；
许达哲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
同志不再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
谌贻琴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
同志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
阮成发同志任云南省委书记，
陈豪同志
不再担任云南省委书记、
常委、
委员职务。

新华社电 2020 中国 5G＋工业互联
网大会 20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开幕。中
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大会的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信息技术日
新月异。5G 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将加速
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加速中国新型
工业化进程，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能，为疫情阴霾笼罩下的世界经济创造
新的发展机遇。希望与会代表围绕“智
联万物、融创未来”主题，深入交流，凝聚
共识，增进合作，更好赋能实体、服务社
会、
造福人民。
习近平强调，此次大会在湖北武汉
召开有着特殊意义。希望湖北省和武汉
市以此次大会召开为契机，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作出贡献。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刘鹤以视频连线形式宣读了
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他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 5G＋

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要认真
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十四五”规划
《建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并
把科技创新作为首要任务。湖北近年来
在先进制造业、
数字经济等领域发展势头
良好，希望继续抓住有利机遇，发挥自身
比较优势，找准在双循环中的位置，加快
5G＋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
提升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在会上
发表视频致辞。
2020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是
首次召开，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湖北省人
民政府主办，旨在推动 5G 和工业互联网
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
合发展，同时助力湖北疫后重振和经济
恢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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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就加总理涉孟晚舟事件等问题答记者问
新华社电 在 20 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
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巴基斯
坦反恐、加总理涉孟晚舟事件言论、支持蒙
古国抗疫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坚定支持巴方打击恐怖主义势力
针对巴基斯坦方面指责印度支持巴境
内恐怖主义势力和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赵立坚表示，
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反对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呼
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地区国家开展反恐合
作，维护共同安全。
“中方赞赏巴方为国际
反恐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坚定支持巴方
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维护本国以及地区和
平与安全。
”
赵立坚说，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
路”框架下重要的先行先试项目，
不仅对促
进中巴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
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和共同繁荣。
“我们有信
心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与巴方一起建设
好、运营好中巴经济走廊，也相信任何破坏
走廊建设的图谋都是不会得逞的。”

回应日方支持 CPTPP 扩员
就日本有意支持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PTPP）扩员一事，赵立坚
说，中国历来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坚定
支持者，也是亚太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
的重要参与方。
“对于不同的自贸安排，只
要顺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符合透
明、开放、包容原则，有利于维护以世贸组
织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方都持
积极和开放态度。
”
驳斥加总理涉孟晚舟事件言论
据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日前在被
问及是否对加拿大边境机构逮捕孟晚舟一
事感到后悔时称：
“加拿大遵守了与我们最
亲密盟友的长期引渡条约，我该对此感到
后悔吗？绝不。
”
对这一言论，赵立坚予以驳斥。
“第一，
为什么加拿大是唯一在这件事
上‘遵守’
与美国引渡条约的国家？美国同
许多国家都签有引渡条约。第二，是同美
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其他国家都不遵守条约

义务吗？第三，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像加拿
大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他们不愿卷入美国
这个肮脏的阴谋，不愿以本国人民利益为
代价去满足美国的一己私利。”
他说。
赵立坚表示，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
立场是明确的、
坚定的。必须指出，
在已经
披露的事实和众多疑点前，无论加拿大政
府如何掩盖真相、
误导公众，
都绝不会改变
孟晚舟事件的政治性质，也绝不会改变加
拿大政府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美方帮凶和马
前卒的不光彩角色。
“我们也注意到，
越来越多加拿大国内
有识之士公开要求加拿大政府独立自主地
做出释放孟晚舟的决定，
这其中有政要、
律
师、法官和前外交官等。我们奉劝加拿大
领导人多听听他们的正义和理智的呼声。”
他说。
决定紧急向蒙古国援助核酸检测仪器和试剂
蒙古国近日连续出现多起新冠肺炎本
土确诊病例。赵立坚表示，中蒙两国是山
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自疫情暴发以来，双

方联手抗疫，取得积极成效。近来蒙古国
国内疫情形势出现新的变化，蒙古国政府
和人民正在积极采取相关抗疫举措。中方
正密切关注并同蒙方保持着密切沟通。
“中国政府已决定，
紧急向蒙方援助一
批核酸检测仪器和试剂，帮助和支持蒙方
抗击疫情。中方将根据蒙方需要，继续积
极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祝愿并相信
在蒙古国政府领导下，蒙方能早日战胜疫
情。
”
赵立坚说。
敦促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环保局局长惠勒或
将于 12 月率团“访问”台湾，赵立坚说，中
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这
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方敦促美方充
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
停止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与接
触，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台海
和平稳定和中美在有关重要领域的合作。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
必要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