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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11月4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四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让
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同出席第四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位嘉宾、新老朋友“云
端”相聚。中国历来言必信、行必果。我在
第三届进博会上宣布的扩大开放举措已经
基本落实。中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
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是去年全球唯一实现
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为保障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
了重要贡献。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要把握经济全球
化发展大势，支持世界各国扩大开放，反对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人类走向更加美

好的未来。
习近平强调，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

识。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周
年。20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断
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潮，也
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这 20年，是
中国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20年，是中国把
握机遇、迎接挑战的 20年，是中国主动担
责、造福世界的 20年。这 20年来中国的发
展进步，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埋头苦干、顽强奋斗取得的，也是中国主
动加强国际合作、践行互利共赢的结果。我
愿对所有参与和见证这一历史进程、支持中
国开放发展的海内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
感谢！

习近平强调，“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

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
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
中发展。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
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
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

第一，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
主义。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
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中国支持世界贸
易组织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支持多边贸
易体制包容性发展，支持发展中成员合法权
益。中国将以积极开放态度参与数字经济、
贸易和环境、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等议题谈
判，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国际规则制定的主渠
道地位，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第二，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

场机遇。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
贸易平衡发展，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
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
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
自周边国家进口。中国将推进内外贸一体
化，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丝
路电商”，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提升跨境物
流能力。

第三，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
放。中国将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有序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
放，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出
台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中国将深度参与绿色低碳、数字经济
等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
第四，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共同利

益。中国将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
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
织等机制合作，推动加强贸易和投资、数字
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议题探讨，支持疫苗
等关键医疗物资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分配和
贸易畅通，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
国将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粮食
安全和能源安全，在南南合作框架内继续向
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

习近平最后强调，“孤举者难起，众行者
易趋。”新冠肺炎疫情阴霾未散，世界经济复
苏前路坎坷，各国人民更需要同舟共济、共
克时艰。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

习近平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共同利益

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 11 月 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1北外滩国际
航运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航运业是国际贸易发
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友好
往来的重要纽带。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的情况下，航运业为全球抗击疫
情、促进贸易复苏、保持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愿同世界
各国一道，共克时艰，顺应绿色、低碳、

智能航运业发展新趋势，深化国际航
运事务合作，全力恢复和保障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畅通，促进国际航运业健
康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贡献。

2021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当日在上
海市开幕，主题为“开放包容，创新变革，
合作共赢——面向未来的国际航运业发
展与重构”，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交通运
输部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2021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致贺信

11月4日零时，遵义市所有封控区、管控区全部解除管控
措施，恢复正常交通运输秩序。虽然当前遵义疫情防控阻击
战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并不意味着疫情结束。解封不等于解
防，仍须臾不可放松。只有下足“绣花功夫”，全面落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才能巩固好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
成果。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推进常态化疫情防
控，首先必须在思想认识上下足“绣花功夫”，时刻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紧跟防控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认真做好打持久
战的思想准备、工作准备、物资准备。其次，要在具体行动上
下足“绣花功夫”，时刻处于在线状态、激活状态，用好联动机
制，全面落实精准有效的各项防控措施，堵住一切漏洞，切实
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疫情防控没有旁观者。每个
人都是自己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
第一责任人，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麻痹，必须加强个人防护，广泛宣
传动员各方力量集结参与，切实
做到群策群力、联防联控，共同撑
稳疫情防控的“安全伞”，筑牢阻
击疫情的“防火墙”。

解封不解防 防控不可松
李培松

经过施工人员 4 年多奋战，11 月 3 日，湄
石高速正式通车，湄潭至石阡的车程从1小时
50分钟缩短至1小时。

据悉，湄石高速项目总投资178.83亿元，
全长111.955公里，沿线设立收费站9处、服务
区3处、停车区1处。

湄石高速的通车，对完善贵州高速网布
局、推进黔北和黔东旅游资源联动发展、促进
川渝贵“西三角”文化旅游区域合作具有重大
意义。

图为湄石高速龙洞枢纽。
（记者 吴凡 杨露 摄影报道）

湄石高速通车

遵道行义，同心抗疫。
党建引领，党员先行。
从出现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到遵义市中心城区三轮全员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红城遵义经历了一场疫情大考。在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市直机关党员干部以勇挑重担的政治自觉和逆行而上的
行动自觉践行了初心、磨砺了党性，学史力行，用实际行动检验了
市直机关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吹响号令，基层堡垒建起来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遵义市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时，市
直机关工委及时下发《关于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进一步发挥市直
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吹响号
令，要求广大党员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发挥表率作用、进
一步严肃纪律规矩、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
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迅速行动、主动担当，带头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以坚定的信心、必胜的信念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市直81家单位、600余个党支部扛起党建引领防疫大旗，迅速
吹响战“疫”集结号，面对紧急、繁重的防控任务，临时党支部、临时
党小组、党员先锋队、党员先锋岗、青年突击队应声集结。

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了 33个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为高强度、
高风险、高压力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坚实队伍保障。在市局疫情防
控专班临时党支部，党员民警自带行军床，连续 7天不离岗，累计
核查指令数据 32.6万条，查处发布谣言网民 10人；在局机关增援
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一个个突击队深入社区，主动配合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工作，2天时间共支援 6个街道办事处 187个核酸采集
点，协同采集核酸样本17.27万人次。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一时间
抽调 80余名党员干部，组建 5支党员先锋队，建立党员服务岗 37
个，积极参与汇川区、新蒲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市公安交通管理
局先锋突击队 100多个小时、14000公里行程、308.6万份样本，零
失误、零差错，圆满完成护送核酸检测样本的重任。市商务局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李康联络相邻楼栋20名党员，申请成立临时党支
部，组织党员在所在的管控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下转二版）

党旗招展 抗疫先行
——市直党组织党员干部抗击疫情

走前列、做表率

在历史上，鸭溪是一座因盐而兴
的古镇，是黔北四大名镇之一。川盐
入黔，在鸭溪集散，自古以来商贾云
集，繁华一时。“西南巨儒”郑珍即诞
生于此。

在长征史上，鸭溪是红军转战黔
北的重要驿站。1935年 3月 4日，中
央军委在鸭溪召开军事会议，成立了

“前敌司令部”。朱德、毛泽东在此发
布了长征的首个“朱毛命令”。

在很多遵义人心中，鸭溪是“舌
尖上的乡愁”。鸭溪窖酒、鸭溪豆豉
火锅、鸭溪凉粉……成为不可或缺的

“遵义味道”。
历史上有不少灿若星辰的名镇，

历经沧海桑田或消失，或衰落。而曾
经为唐朝初期邪施县县城所在地的
鸭溪，历经1400年的沧桑，如今嬗变
为全国重点镇、中国最具特色魅力
镇、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中国工业
发展型生态循环产业特色小镇。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鸭溪，探寻
千年古镇奋进的足迹。

工业转型 创新前行

作为一个工业重镇，鸭溪在新
型工业化进程中，着力建设生态能
源基地、电及电循环产业园、酒及酒
循环产业园、特种汽车产业园、贵州
省产城互动和产城一体化示范区，
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实现
高质量发展。

——素有“酒中美人”之称的鸭
溪窖酒，改制并恢复传统工艺生产以
来，一直“待字闺中”蓄势待发，如今

“王者归来”。2019年回归市场便实
现销售收入上亿元，今年预计突破 3
亿。鸭溪酒厂厂长林培鑫说，目前正
在分期建设一个1800多亩的现代化
生产园区，如今已经完成投资 17亿
元，5000吨的生产车间已建成并投
产。5年后将达到年产 5.8万吨的生
产规模，实现产值100亿元，解决就业

5000人以上。
——落户鸭溪镇的茅台集团生

态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以“生态、
循环、低碳”的鲜明特色成为遵义乃
至贵州新型工业化的一大亮点。该
园区总投资近 20亿元，可年处理酿
酒废弃物近 30万吨。已建成 1.5万
吨酱香白酒、8万吨有机肥、2万吨
发酵饲料、1000万方生物天然气 4
大主线生产项目，实现茅台酒酒糟、
窖泥、曲草等酿酒废弃物的全部资
源化处理。

——改制组建的贵州航天特种
车有限责任公司，建成了西南地区
最大的特种专用车研发生产制造基
地——贵州航天特种专用车产业
园。该公司依托特种车集成制造、
特种方舱制造及屏蔽、客车设计与制
造、工程车轻量化设计、伪装防护、虚
拟仿真数字样机等核心技术，已成长

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变

废为宝”完善产业链，从一个单纯的
火电生产企业成为一个集电、热、脱
硫石膏等产品为一体的综合智慧能
源服务基地，实现“煤炭—电力—建
材”的良性循环。

如今，鸭溪镇辖区内有规模工业
企业 21家，2020年规模工业总产值
累计完成 33.38亿元，招商引资到位
资金累计完成74.16亿元。

以人为本 为民建城

鸭溪镇集镇面积近 17 平方公
里，城镇常住人口近 5万人，其中外
来在此经商、就业的人口近1万人。

“以城聚产、以产兴城、产城融
合”，鸭溪镇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新型
城镇化，把一个人气满满的工业重镇
同时建设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和谐美
丽的新家园。

(下转三版)

古镇新韵吐芳华
——鸭溪镇的产城融合之路

本报记者 袁航 樊明富 吴凡

鸭溪镇的茅台集团生态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鸭溪镇的茅台集团生态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