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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23日上午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同正在天和核心舱执行任务的神
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
波亲切通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他们表
示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参加活动。

神舟十二号飞船6月17日发射升
空以来，习近平十分关心3名航天员的
身体和执行任务的情况，23日专程来到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航天员通话。

上午9时35分，习近平等走进指挥
大厅，通过现场大屏幕观看天和核心舱
与神舟十二号飞船组合体运行情况及
航天员在轨工作情况。屏幕上清晰显
示着天和核心舱内的实时画面，聂海
胜、刘伯明、汤洪波正分别进行机械臂
在轨训练项目操作、舱外航天服状态设
置与检查等出舱前准备工作。

9时40分，习近平起身，走到前方
指挥席。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
天员精神饱满，向习近平敬礼。

习近平：海胜同志、伯明同志、洪波
同志，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国
务院和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
向你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聂海胜：谢谢总书记，谢谢全国人民！
习近平：你们是进驻天和核心舱

的首批航天员，将在太空驻留 3 个月
时间。你们在太空的工作生活情况，
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你们现
在身体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顺
利吗？

聂海胜：感谢总书记关怀！我们身
体状况很好，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我是
第三次执行任务，在天和核心舱工作和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中国航天员
在太空有了长期在轨运行的家。身处
遥远的太空，我们为伟大的党和祖国感
到骄傲和自豪。

刘伯明：报告总书记，我是第二次
执行任务。能够参加这次任务，我深感
使命重大、无上光荣。后续我们将执行
两次出舱活动和操作机械臂等一系列
技术验证试验，我们一定精心操作，确
保各项试验圆满顺利。

汤洪波：报告总书记，我是第一
次进入太空，已经适应了失重环境，
饮食起居和工作都状态良好，还能与
家人视频通话，我们的太空家园很温
馨、很舒适。我们对完成好后续任务
充满信心。

习近平：看到你们状态很好、工作
顺利，大家都很高兴。建造空间站，是
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将为人类
和平利用太空作出开拓性贡献。你们
是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无数奋斗者、攀
登者的代表。希望你们密切配合，圆满

完成后续任务！祝你们在太空工作生
活顺利，我们在北京等候各位凯旋！

聂海胜：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指
示，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坚决完成各
项任务。请总书记放心，请全国人民
放心！

随后，3名航天员敬礼。习近平向
他们挥手致意，向现场参试人员表示慰
问。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丁薛祥、刘鹤、许其亮、张又侠、魏
凤和，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
民参加通话活动。

习近平同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亲切通话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表示诚挚问候

本报讯（记者 耿联）近日，省委
书记娄勤俭，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
签发2021年第1号省总河长令，部署
在全省组织开展幸福河湖建设，力争到
2025年全省城市建成区河湖基本建成
幸福河湖，到2035年全省河湖总体建
成“河安湖晏、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文
昌人和”的幸福河湖。

省总河长令指出，各级河长湖长
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幸福河
湖建设的必要性。河湖是生态系统和
国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的空间所在、优势所
在、潜力所在。江苏依水而生、因水而
兴，水韵特色鲜明。开展幸福河湖建
设，对于推动河湖治理保护方式变革，
进一步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水安
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的

关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
美丽江苏，提升人民群众福祉，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省总河长令要求，各级河长湖长和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牢把握幸福河湖
建设的基本原则。坚持人民至上，统筹
解决新老水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保护优先，正
确处理河湖管理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
系，不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和水域生态
功能，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坚持系统治理，统筹水资源供给、水环
境保护、水灾害治理，兼顾全面和重点、
当前和长远、需要和可能，整体谋划、综
合治理；坚持改革创新，以空间管控为
基础，以资源管护为关键，以功能管理
为根本，推动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共同
发力，提升河湖治理水平。

省总河长令强调，各级河湖长要
全面落实幸福河湖建设的主要任务，
着力提升水安全保障水平，河湖防洪
达标率达90%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强化河湖管
理，水域和岸线功能分区管控全覆盖，
水域面积稳中有升、水域功能稳步提
高，河湖生态普遍复苏，生态岸线占比
达到50%以上，沿河沿湖各类污染源
全面管控。传承弘扬水文化，水文化
遗存有效保存率100%，现代水文化形
态不断呈现。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
发挥河湖长制组织体系作用，加强组
织领导，明确工作举措，研究制定幸福
河湖建设的保障措施、评价体系和激
励机制，协同形成幸福河湖建设的强
大合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让人
民群众满意。

2021年1号省总河长令作出部署

组织开展幸福河湖建设

□ 本报记者 张涛 通讯员 铜顺 袁琦

6月20日，沛县青墩寺小学的孩
子们，围坐在老党员张捍华身旁，聆听
这位94岁的烈士守护者讲述党的光
辉历程。鲜红的党旗下，“白首”与“童
颜”，构成薪火相传的美好画面。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针对“一
老一小”两个重点群体，徐州不仅立体
式推进学习教育全覆盖，而且着力织
密民生保障网，通过创新服务载体，完
善兜底性、普惠性服务，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与服务“一老一小”深度融合。

关注困境儿童 呵护健康成长

徐州福利院儿童康复中心，脑瘫

患儿花花在康复师的协助下，一边做
着平衡训练，一边欢快地向记者打招
呼。很难想象，5年前连基本站立、眼
神交流都实现不了的花花，如今可以
流畅地唱歌和行走。

来自徐州周边地区的500余名残
障儿童在这里进行复训。康复中心负
责人袁季介绍，十多年来已经有100
多名脑瘫、自闭儿童在系统康复后，顺
利步入普通中小学。

近年来，徐州着力构建儿童福利
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创新未成年人关
爱保护路径，为全市未成年人健康茁
壮成长保驾护航。

今年，团徐州市委结合为民办实事，
▶下转5版

徐州针对重点群体织密民生保障网

学习教育全覆盖“一老一小”总关情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在河南专

题调研南水北调时指出：“人民就是江
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什
么？就是守人民的心啊。”在我们党迎
来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背后
的成功密码，就要深刻领会理解习近
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
深刻领会“人民”二字的分量。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发展为了
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是判
断一个执政党性质的重要尺度。我们
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镌
刻在自己的旗帜上。1948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提出：“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
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
二字。”这一细节生动表明，我们党是
为人民谋利益的党，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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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琼） 6 月 23
日，省委副书记张敬华在扬州市江都
区调研夏收夏种和防汛抗旱工作。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强化责任
落实，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的基础上，
大力抓好夏种和夏管工作，加强农机
安全运行和监管，认真落实防汛抗旱
各项措施，不折不扣完成粮食生产、安
全度汛和河长制任务要求。

夏收夏种是实现全年粮食丰产丰
收的重要基础。在吴桥镇“三五斗”优
质食味稻联合体种植示范基地，张敬
华实地察看苗情长势，就联农带农模

式、粮食种植效益等与联合体负责人
深入交流。他强调，要落实“一种就
管”要求，抓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和农
业防灾减灾工作，有效应对可能出现
的灾害性天气，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
坚实基础。在浦头镇阿贵农机专业合
作社，张敬华详细了解农业规模经营、
农机安全生产和农业品牌培育等方面
情况，对合作社坚持为农服务、带动农
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做法表示肯定。
他强调，要善于运用工业化思维和市
场化办法，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切实抓好农机安全生产和秸秆生
态还田，推动现代农业向规模化、品牌
化、绿色化发展。 ▶下转2版

张敬华在扬州调研时强调

切实抓好夏收夏种和防汛抗旱工作

□ 本报记者 盛文虎

南京市建邺区湖西街88号，驻扎
着一支特别的队伍——国家电网江苏
电力南京石城共产党员服务队。

这支队伍的特别之处在于，一遇大
风大雨，别人都往家跑，他们却个个朝
单位奔；明明是职责之外的事，他们却
人人抢着干；遇到事情，他们总会作出
挑战极限的承诺，而且一诺千金……从
2009年成立开始，这些延续12年的“特

别”，让他们成为群众挂在嘴边、记在心
里的“电力110”。

“是这个龟，驮这个碑”

56岁的张代飚没有想到，眼前的两
层小楼，自己一待就是12年。2009年，
全省第一支电力抢修突击队——石城供
电抢修服务队成立。配电运检战线上的

“老把式”张代飚担任队长。两年后，队
伍改名南京石城共产党员服务队，为的
就是鼓励队员勇做先锋、争当模范。

应急抢修，是电力系统任务最繁
重、工况最危险、作息最紊乱的岗位。
当过兵的张代飚上任第一天就跟队员
说：“既然是突击队，就要打硬仗苦仗，
还要能打胜仗！”

2016年6月，龙卷风、强冰雹肆虐

盐阜大地，火线驰援阜宁的石城共产党
员服务队还没下车，就感受到任务的艰
巨：树木连根拔起、车辆掀翻在地、铁塔
扭成麻花、电线杆倒了一大片。12名
队员来到立新村时，村里仅有的通道留
给了救护车，装了10多吨物资设备的
抢险车进退两难。“手提肩扛，力气用光
了，最后只能一步步挪。”作业组组长袁
越说：“队长冲在前面，我们哪能退缩？”

5天5夜，100个小时的连续鏖战，
留在张代飚记忆里的，是没坐在凳子
上吃过一顿饭，是烈日暴晒下蜕皮的
嘴角和鼻子，是最后一晚突如其来的
冰雹……即便如此，服务队还是架起
40根电线杆，组装2台公用变压器，圆
满完成任务。可回到南京还没歇两天，
南京遭遇强暴雨， ▶下转13版

万家灯火，才是最美的风景
——记国网江苏电力南京石城共产党员服务队

新华社北京6月 23日电 6 月
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一带一路”
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发表书
面致辞。

习近平强调，我提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旨在传承丝绸之路精神，携手
打造开放合作平台，为各国合作发展提

供新动力。8年来，140个国家同中方
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合作
伙伴越来越多。各方积极推进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启动了大批务实合作、造福民
众的项目，构建起全方位、复合型的互
联互通伙伴关系，开创了共同发展的新

前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继续前行，向国际社会传递了
信心和力量，为全球抗疫合作和经济复
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原则， ▶下转5版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亚太区域
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正在天和核心舱执行任务的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亲切通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岳月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