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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中国－阿拉伯国家
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中国－

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 22

日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值此中国－阿拉伯

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开幕之际，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并以我个人的名

义，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

出席会议的阿拉伯国家政党领导人表

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中阿友谊源远流长，

历久弥新。中阿两大民族在古丝绸之

路上出入相友，在共建“一带一路”中

携手相伴，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梦想。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中阿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谱写了共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新篇

章。患难见真情。经过携手抗疫的洗

礼，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基础更加牢固，

人民友谊更加深厚，合作前景更加光

明。 

习近平强调，此次疫情再次表明，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救治生命，疫

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始终本着公

开、透明、负责任态度，（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22 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

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

会主席冯德莱恩。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中国和欧盟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中

方愿同欧方携手努力，推动“后疫情时

代”中欧关系更加稳健成熟，迈向更高

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国既是拥有悠久历

史的古老国度，又是充满活力的发展中

国家。中国要和平不要霸权。我们一

切政策和工作的出发点就是让中国人

民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将沿着和平发

展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是机遇

不是威胁。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这将为欧洲提供新一轮合作机遇

和发展空间。中国是伙伴不是对手。

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合作远大于竞

争，共识远大于分歧。双方要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不断增进彼此理

解和信任，在合作中扩大共同利益，在

发展中破解难题，打造更具世界影响力

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强调，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正

在深刻变化，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我曾提出，要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这一点也适用于中

欧关系。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

市场、两大文明，主张什么、反对什么、

合作什么，具有世界意义。 

中欧要做维护全球和平稳定的两大

力量。中方愿同欧方就重大问题进行交

流，相信欧盟将朝着团结、稳定、开放、

繁荣的方向不断前进，乐见欧方为国际

和平稳定作出建设性贡献，愿同欧方加

强战略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欧要做推动全球发展繁荣的两大

市场。中欧两大经济体应该发挥世界经

济“双引擎”作用，拉动世界经济复苏，

共同支持科学有序复工复产，加强宏观

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通畅。双方要保持相互市场开放，

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强中欧

绿色和数字领域合作，构建绿色发展伙

伴。双方要加强对非三方合作。 

中欧要做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

治理的两大文明。无论国际形势如何

变化，中国都将站在多边主义一边，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方

赞赏欧盟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参与国际

抗疫合作，并加大对世卫组织等国际机

构投入，愿同欧方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加强协调合作，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

理对话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                          （下转第二版）

感受家乡别样美
随着“兴安人游兴安”系列文化旅游活动的深入开展，我盟各地游客利用周末等闲暇时间，畅游中旗

各景区景点，助力中旗旅游产业发展，进一步激发当地旅游市场的活力。截至目前，中旗各机关单位组织

外发团队 32 个，累计人数近千人。                                                                                  周新育 塔娜 摄

夏季的蒙格罕山葱郁秀美

游客们在府西湖沙滩上堆沙堡 毛仁塔拉草原美景如画

树皮上绘就新蓝图
      ——记阿市林俗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经理谢彩云

□实习记者  许文军
   

树皮可以做什么？可以为树

木防寒、防暑、防止病虫害、运送养

料。那么掉落废弃的树皮可以做什

么呢？阿尔山市白狼镇的谢彩云

则在上面绘起了新蓝图。

谢彩云在白狼镇出生、长大，她

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树皮

画有着独特的记忆。2017 年起，谢

彩云担任阿尔山市林俗文化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法人、总经理。从接

手这份工作开始，她就立志要让树

皮画这个白狼镇的“特产”、自治区

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火

起来”。完成这个心愿却不是件容

易事，树皮画生长在“山沟里”，外

面的人不知道、不了解，导致知名

度不高、销售量不好，出现了“酒香

也怕巷子深”的困境。   

谢彩云并未放弃和退缩，而是

积极谋划出路，通过校企合作，提

升产品的科技含量；通过改进工艺，

适应现代人的口味；通过电商平台，

扩大产品销量。渐渐地，树皮画的

销量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人在了

解 树 皮 画、喜 爱 树 皮 画。2018 年

至 2019 年，白狼镇树皮画先后参

加“中蒙俄国际绿色有机产品博览

会”“天涯共此时——内蒙古文化

节”等活动，非遗技艺走出了兴安

盟、走上了世界舞台。   

阿尔山市林俗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是政府批准的精准扶贫基

地，通过资金入股分红的形式，为

全镇 4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年每

人分红近千元，以此提高贫困户收

入。                        （下转第四版）

盟人大工委组织我盟三级人大代表集中视察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本报讯（实习记者 武跟兄）6 月 22

日，盟人大工委组织全国、自治区、旗县

市三级部分人大代表视察疫情防控常

态下重大项目建设情况。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委员，盟人大工委党组书记、主任，

自治区人大代表刘剑夕带队视察。盟委

委员、副盟长张国平和盟人大工委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佟布林，盟人大工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张双泉陪同视察。

刘剑夕一行先后深入东北亚义乌国

际商贸城项目工地、科尔沁塔拉城中草原

项目工地、兴安职业技术学院新址项目工

地、盟开发区 200 万吨玉米深加工产业园

项目工地、盟开发区风电装备产业园项目

工地、乌兰浩特市天骏山生态修复及景观

建设项目工地、中广核集团兴安分公司总

部建设项目工地，以实地参观、听取简介、

现场询问的方式对全盟重大项目建设情

况进行了详细了解。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盟委委员、

副盟长张国平，乌市人民政府、前旗人

民政府负责同志分别从重大项目建设

总体情况、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

下一步工作措施等方面依次进行了汇

报。

听取汇报后，刘剑夕对我盟重大项

目建设工作开展给予充分肯定，他指

出，全盟重大项目建设和重大项目招商

引资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盟行署和各

旗县市政府真正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形

成了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兴产业

的浓厚氛围。针对部分项目建设进展缓

慢、营商环境还不够优化、融资难仍然

突出、项目储备不足等问题，刘剑夕要

求，各相关部门要围绕走好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紧扣“六稳”“六保”要求，抓紧谋划、储

备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盟情实

际的重大项目，并加强与自治区对接，

争取更多的项目进入自治区乃至国家

的盘子；抢抓国家扩大有效投资的机遇，

向上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创新招商理

念和方式，实施重大项目精准招商；盯住

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加强工作调度，解

决建设过程实际问题；推进完工项目投

产达效，发挥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应有

作用。

座谈会上，各级人大代表根据视察

中的所见所闻各自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刘剑夕指出，此次三级人大代表视察活

动，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时期，

针对重大项目建设情况的特定内容，采

取代表视察的特定方式而进行的人大

经济工作监督，彰显了我盟各级人大及

人大代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监督与支

持有机结合的工作理念。希望各级人大

代表要多关注重大项目建设，代表广大

人民群众多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多提

供人大智慧，多贡献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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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王越

“今天我们从‘家庭’讲起，在一个户口簿上算一

个家庭还是一起吃住算一个家庭？家庭是怎么成立

的？”6 月 12 日，在乌兰浩特市都林街建兴社区，在职

党员进社区普法讲座正在进行中。台下的居民们聚精

会神，时不时举手提问，台上的讲师妙语连珠，深入浅

出，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这位讲师正是乌市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

任、一级法官陆海。他围绕工作生活、婚姻家庭、邻里

关系等方面，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将与群众息息相关

的法律知识普及给社区居民。“在平时的工作中，我经

常会遇见一些老百姓因为不懂法而违法，或者因为不

懂法而使自身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的情况，所

以我总是希望有机会能走到讲台前，普及法律知识，让

大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这次在职党员进社区活

动给我提供了平台，让我能为老百姓多做些实事。”陆

海说。

在职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以来，陆海主

动到都林街建兴社区报到，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了法

律宣传员岗位，为辖区居民送上了精彩生动的普法讲

座。“陆海法官的讲解通俗易懂，贴近基层，贴近居民

的生产生活，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我们欢迎。”社区居

民王巍说。

为发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激励

在职党员在基层治理中更好地服务群众，今年 4 月，盟

委组织部部署开展了全盟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到

所居住社区报到，开展志愿联系服务群众活动。志愿

服务活动围绕民生建设、公益服务、文化建设、治安稳

定、环境保护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展开，

得到了群众的好评和认可，同时也增强了在职党员的

责任感与使命感。

“作为一名党员，就要事事、时时以党员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我所做的不过是在工作之余，为社区建

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履行一名党员应尽的职责和义

务。”在职党员、盟政务服务局综合执法局干部武会坤

说。武会坤所居住的都林街祥欣园小区因为没有物业，

缺少管理，卫生条件很差。武会坤便经常与社区网格

员一起清理小区垃圾，维护小区环境卫生。这时，他是

“清洁工”；业余时间看到小区里停放不规范的车辆，他

主动贴上温馨提示，劝导文明停车。这时，他是“管理

员”；针对小区人员流动性大，治安案件偶有发生的情

况，他与小区居民党员、热心群众一起义务巡防，守护

辖区居民的平安。这时，他是“巡逻员”。

全盟在职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以来，党

员们用实际行动履行职责，将正能量辐射到更多的居

民和家庭，困扰社区和居民的难题一个个被解决。在

职党员们的无私奉献，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和

政府的温暖。

扎赉特旗建设社区网格员孙丹丹的民情记事本

上，记录着辖区居民的期盼，“我们小区属于老旧小区，

院里坑坑洼洼。好天走路怕崴脚，       （下转第四版）

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产业链

索伦河谷绿色农产品打造舌尖美味
本报讯（实习记者 韩雨格）地处大

兴安岭南麓的兴安农垦集团索伦牧场，

是公认的无公害、无污染的最佳品质小

麦、大豆产区之一。兴安农垦索伦牧场

规模化管理区 4 万亩的农田就是小麦

和大豆的家乡，它们在这里尽情沐浴着

阳光、畅饮着甘甜的哈干河水，享受着

现代化农业机械的“按摩”，最后经过加

工变身优质的面粉和豆制品，成为广大

食客竞相追逐的舌尖美味。

索伦河谷兴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是索伦牧场立足于场内万亩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基地创办的场属企业，公司

注册的“索伦河谷”系列面粉品牌，生

产原料全部选用索伦牧场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基地种植的优质红小麦，在加

工过程中不添加任何改良剂，产品纯净

自然、口感筋道、麦香浓郁，已经成为兴

安农垦索伦牧场地域品牌。走进面粉

加工厂干净明亮的生产车间，就能看见

小麦像是“旅游”一样顺着管道在设备

里进进出出，经历了原粮清洗、洗麦、润

麦、擦打、筛选等过程，最终华丽变身成

纯净自然的面粉。面粉加工厂负责人

孙彬自豪地告诉我们，如今“索伦河谷”

面粉品质和产量跟过去 60 年代原场粮

管所面粉厂的面粉有了很大不同，成功

改写了面粉厂仅能供应牧场职工群众

吃面的历史，销售到了农垦外的市场，

仅去年的销售额就达到 300 万元。今年，

面粉加工厂又投资 70 万元购进更先进

的配粉罐、储面罐，将会大大提升面粉

品质，让大家吃到更优质的雪花粉。

去年，公司在做大做强面粉加工厂

的基础上，又建起豆制品加工厂，做足

大豆文章。积极打造“豆尚索伦”品牌，

将索伦牧场充足的大豆资源转化成美

味的腐竹、豆皮、冻豆腐等舌尖美味，并

带动牧场职工群众就业。现在豆制品

厂每天要消耗 1000 斤大豆，生产约 350

斤干腐竹，产值近 7000 元。

据了解，为了让农垦品牌走出农垦，

将农垦舌尖上的美味传递出去，索伦河

谷兴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乌市设立

了“索伦河谷”产品直销处和“麦源谷”

面食店，完成了以小麦、大豆为代表的

农产品从种到收、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

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