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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思想做品质 接地气有温度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9月 3日在北京以

视频方式出席俄罗斯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致辞。

习近平将出席俄罗斯第六届
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 9月 2 日电 9 月 2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菌草援外 20周年暨助

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菌草技术是“以草代

木”发展起来的中国特有技术，实现了

光、热、水三大农业资源综合高效利

用，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

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结合，有利

于生态、粮食、能源安全。我长期关心

菌草技术国际合作，2001 年中国首个援

外菌草技术示范基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建成落地，至今这一技术已推广至全球

一百多个国家，合作紧扣消除贫困、促

进就业、可再生资源利用和应对气候变

化等发展目标，为促进当地发展和人民

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发展中国家

普遍欢迎。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

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使菌

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

“幸福草”！

菌草援外 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

国际合作论坛当日在北京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方式举行，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习近平向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
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中国共产党

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

设战线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

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姜

春云同志的遗体，2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

命公墓火化。

姜春云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

20时 5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2岁。

姜春云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

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形式对姜春云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

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

底 白 字 的 横 幅 “ 沉 痛 悼 念 姜 春 云 同

志”，横幅下方是姜春云同志的遗像。

姜春云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

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

旗。

上午 9 时 45 分许，习近平、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

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姜春云同志的遗体

前肃立默哀，向姜春云同志的遗体三鞠

躬，并向姜春云同志亲属表示深切慰

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

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姜春云同志生前友

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姜春云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

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姜春云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形式对姜春云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 2 日晚在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

辞。

习近平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

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

用。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

作、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

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提高开放水

平，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

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示范区；扩大合作空间，加大对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

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加强服

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

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

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继续支持中

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

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

小企业主阵地。

习近平指出，让我们携手抗疫、共

克时艰，坚持用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金钥匙”，破解当前世界经济、

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的问题，共创更加

美好的未来！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9
月 2 日至 7 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数

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参加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所

有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

候！

本届服贸会以“数字开启未来，

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相信在各方

积极参与下，将成为一届特色鲜明、

富有成效的盛会。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我

们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互

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

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我们将提高开放水平，在全国推

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

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我们将扩大合作空间，加大对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

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我们

将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

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

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

区；我们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

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

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

阵地。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让我们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坚

持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金

钥匙”，破解当前世界经济、国际贸易

和投资面临的问题，共创更加美好的

未来！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致 辞
（2021年9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习近平在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近日，村民在黔西市林泉镇清浦村辣椒种植基地采收辣椒 （如图）。

今年，黔西市因地制宜规划辣椒种植面积12.12万亩，建设200亩以上辣椒连片种植示范基地100余个，以示范种

植基地带动辣椒产业发展。同时引进辣椒初加工企业入驻，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形成订单

种植、保底收购、产品初加工销售产业链，促进全市辣椒产业稳步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史开心 摄）

本报讯（记者 韩 磊 陈 曦） 9 月 1
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和在河北承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

要批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吴强主持会议

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昌鹏，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翊皓，市政协主席杨宏

远，市委副书记、七星关区委书记吴东

来，市委常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同志，

市法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扛牢政治责任，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牢牢把

握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正确方

向。要聚焦工作重点，深刻领会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加强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和现代文明教育，全面落实民族

地区支持政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全

面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把党的

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级党委要

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统战、民族工作部

门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威宁自治

县、少数民族乡要全面贯彻落实“一法

两规”，各相关部门要聚焦党的民族工

作积极主动履职尽责，推动形成做好民

族工作的强大合力。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精神，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要深刻领会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始终

牢记让人民幸福这个“国之大者”，做

到站位高远；要准确理解共同富裕的深

刻内涵，多作探索、多出经验，做到方

向正确；要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基本原

则，不轻易冒进急于求成、不盲目追赶

吊高胃口，做到决策科学；

（下转2版）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批示精神

食用菌、白萝卜……时下，在威

宁，一片片光伏板下生机盎然。由国家

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贵州金元） 威宁能源公司与当地农业公

司合作的“农光互补”项目，利用光伏

板下 5000 多亩土地种植的农产品正进入

丰收季。

“农光互补”示范效应

近日，一辆满载平菇的湖南籍大型

食用菌专用车，缓缓驶出威宁自治县龙

街镇夏家坪子光伏场区设施农业示范

园。

“每天都有一车平菇运往外地。” 贵

州华峰伟业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兰华峰

说，从 6 月底开始，示范园每天采收平

菇 5000 多公斤，主要销往重庆、湖南、

四川、江苏、湖北等地。“都是订单式

生产，产量太小，满足不了客户需求。”

兰华峰说，示范园目前已产平菇约

20 万公斤，产值 160 多万元。预计今年

可产 50 万公斤平菇，产值可达 400 多万

元。

2020 年，贵州省在全国光伏竞价项

目获得全国规模第一。贵州省能源局要

求，新建光伏项目均按照“光伏+农

业、旅游及其他产业”耦合发展。

装 机 5 万 千 瓦 的 夏 家 坪 子 光 伏 项

目，是威宁能源公司 2020 年全国竞价项

目，于当年 12月底建成并网发电，年发

电量 591 万千瓦时，发电年产值 241 万

元。

2020 年 8 月，威宁自治县通过招商

引资，将贵州华峰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引

进入驻威宁能源公司夏家坪子光伏场

区，采用“光伏+设施农业”大棚种植

模式，在占地 75亩的光伏板下，与光伏

项目同步建设农业大棚食用菌种植示范

园。

示范园区内建设农业大棚 105 座，

配套建设 300 平方米冷库 1 个，日产 1.5
万棒食用菌生产线一条，800 平方米生

产车间一个，以及其他相关配套生产设

施。

兰华峰表示，按照单个大棚可投放

菌棒 4500至 6000根计算，每根菌棒产量

5 斤至 7 斤，每年共产 2 季，105 座大棚

年产量约 360 万公斤。按市场综合价每

公斤 8 元计算，年产值约 3000 万元。同

时解决了当地约 300 人的农村闲置劳动

力就业。 （下转2版）

威宁：“农光互补”助力乡村振兴
□ 刘坤伦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百年大

计，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

的命运、人民的福祉。在2021年秋季学

期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

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必

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做到信念坚

定、对党忠诚，注重实际、实事求是，

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坚持原则、敢于

斗争，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

练、增强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

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不辜负党和人民期

望和重托。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

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

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遭

遇过艰难险阻，经历过生死考验，付出

过惨烈牺牲，但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

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

力量。我们党之所以在革命、建设、改

革进程中不断取得胜利，根本在于掌握

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能够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认识问题，

科学分析问题，有效解决问题。我们党

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

而生生不息，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

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就在

于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

不移其志，以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以

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把对党和人民

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

动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乃至宝贵生命，为党的理想信念顽强奋

斗、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

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党员

干部有了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经得住各

种考验，走得稳、走得远；（下转2版）

信念坚定 对党忠诚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