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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本次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

新华社发

习近平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指出中非经受疫情严峻考验，友好互信更加巩固；强调中非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推进中非合作、践行
多边主义、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

17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有关法律法规执法检查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涉野生动物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

本报讯 （记者 陈月飞） 受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分赴南京、南通、连云
港、盐城、镇江等地，对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
野生动物保护法及我省野生动物保
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近
日，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小
敏、副主任邢春宁分别带队开展实
地检查，秘书长陈蒙蒙参加。
执法检查组先后查看了野生动
物栖息地、人工繁育场所、贸易集
散地和交易市场、餐饮饭店、海关
边检、基层执法监管单位等场所，
深入了解各有关方面贯彻实施法
律法规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
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情况汇报和人
大代表、基层执法人员、专家学者、
企业代表意见。 ▶下转 3 版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7 日晚在北京主持中非团
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
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习近平
强调，面对疫情，中非相互声援、并肩
战斗，
中非更加团结，
友好互信更加巩
固。中方珍视中非传统友谊，无论国
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加强中非团结
合作的决心绝不会动摇。中方将继续
全力支持非洲抗疫行动。双方应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尽最大努力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定不移
携手抗击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
作，
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
坚定不移
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
康共同体和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会议发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
会联合声明》，向国际社会发出中非团
结合作的时代强音。
本次峰会由中国和非洲联盟轮值
主席国南非、
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
塞内加尔共同发起，
以视频方式举行。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
和埃及总统塞西、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
迪、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加蓬总统邦
戈、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马里总统凯塔、
尼日尔总统伊素福、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
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津巴布韦总统
姆南加古瓦、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以及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出席。联合国秘

国务院安委会第十三考核
巡查组来我省考核巡查
吴政隆会见孙华山一行
本报讯 （记者 黄 伟） 按照国
务院安委会统一部署，6 月 16 日至
20 日，
以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为
组长的国务院安委会第十三考核巡查
组对我省 2019 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
工作进行现场考核巡查。17 日上午，
省长吴政隆会见了孙华山一行。
吴政隆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国务
院安委会考核巡查组来我省考核巡
查表示欢迎，对国务院安委会、国务
院督导组以及应急管理部给予的关

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去年以来，
江苏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深刻吸取“3·21”事故教训，痛
定思痛、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全面加
强安全生产工作，特别是我们按照总
书记“两个不放松”和“务必整出成
效”的重要指示要求，在国务院督导
组精心指导下，坚持“小灶”
“大灶”一

体推进，深入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安全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三个
责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的体制机
制进一步健全、能力水平进一步提
升，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同
时，我们也清醒看到本质安全水平还
有待进一步提高，推进安全生产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然任重道
远。希望考核巡查组在对江苏安全
生产和消防工作“把脉问诊”中多提
宝贵意见，
▶下转 7 版

无中生有的“有”与“无”
最近在各地走访，宿迁的电商经
济、海安的枢纽经济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近年来，宿迁抢抓机遇发展电商
经 济 ，电 商 交 易 额 年 均 增 长 40% 以

上，快递业务量连续 7 年位居全国前
五十，
“ 宿迁电商”的牌子越来越响。
依托铁路集装箱运输、有色金属期货
交割库、塑料原料期货交割库、棉花
保税仓库等平台，海安猛攻枢纽经
济，成效明显，过去的“小六子”连续 8
年在南通综合考核中名列第一。
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不管
是宿迁，还是海安，变的都是从无到
有的“魔术”。十多年前，枢纽经济在

海安既没有“枢纽”也没有“经济”，能
够 走 到 今 天 ，很 多 干 部 表 示“ 没 想
到”。放眼江苏，像宿迁、海安这样无
中生有的发展案例还有很多，探寻其
中的
“有”
与
“无”
，
不无启迪。
先说“无”。所谓“无”，就是缺乏
发展的资源、基础和条件，发展起来
很困难。但要看到，事物都是辩证
的、发展的，世上没有绝对的“有”，也
没有绝对的
“无”
。
▶下转 7 版

▶ 今日推荐

铜山打造“有事好商量”基层协商民主平台

协商议事，议出发展新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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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古特雷斯、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作为特邀嘉宾与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出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全球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时刻，我们举
行这次中非特别峰会，同各位新老朋
友通过视频相聚，
共商团结抗疫大计，
共叙中非兄弟情谊。这次疫情突如其
来，
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冲击，
夺走数
十万人宝贵生命。我提议，我们为在
疫情中的不幸罹难者默哀，向他们的
亲人表示慰问。
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中国和
非洲相互声援、并肩战斗，双方更加
团结，友好互信更加巩固。中方珍视
中非传统友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中方加强中非团结合作的决心绝
不会动摇。
习近平指出，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
延，
中国和非洲都面临抗疫情、
稳经济、
保民生的艰巨任务。我们要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
统筹资源，
团结合作，
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负面影响。
第一，
我们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
情。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非方抗疫行
动，
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物资援助、派
遣医疗专家组、
协助非方来华采购抗疫
物资。中方将提前于年内开工建设非

洲疾控中心总部，
同非方一道实施好中
非合作论坛框架内
“健康卫生行动”
，
加
快中非友好医院建设和中非对口医院
合作，
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方承诺，
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
用后，
愿率先惠及非洲国家。
第二，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非
合作。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
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 2020 年底到
期对华无息贷款债务，同国际社会一
道，
加大对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的
非洲国家的支持力度，包括进一步延
长缓债期限。中方鼓励中国有关金融
机构参照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根据
市场原则同非洲国家就商业主权贷款
安排进行友好协商。中方将同二十国
集团成员一道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
议，并呼吁二十国集团在落实当前缓
债倡议基础上，进一步延长对包括非
洲国家在内的相关国家缓债期限。希
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多边金
融机构在非洲减缓债问题上采取更有
力行动。中方愿在尊重非方意愿基础
上，
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伙
伴开展援非抗疫合作。中方支持非洲
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支持非洲加强
互联互通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建设，
愿同非方拓展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清
洁能源、5G 等新业态合作。
▶下转 6 版

省政协十二届十一次常委会议闭幕
黄莉新讲话 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推进健康江苏建设的建议案》
本报讯 （记者 顾 敏） 6 月 17
日，
省政协十二届十一次常委会议在
南京闭幕。省政协主席黄莉新在会
议结束时讲话。
黄莉新说，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
以胸怀
“两个大局”
的恢宏视野把
握发展大势，
以决胜
“两个战场”
的责
任担当直面困难挑战，
以饱含
“人民至
上”
的赤子之心彰显为民情怀，
为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增添了强大动
力。要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的高度自觉，
深
刻把握过去一年多来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新的重大成果，
深刻把握决战决胜
大战大考的目标要求，
深刻把握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深刻把握事关
政协工作固本强基的重要任务，
推动
新时代政协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黄莉新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总
书记关于卫生与健康重要论述，
围绕
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坚持平战结合，
构建与江苏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公共卫
生体系；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更大
力度推动医改成果惠及人民；
积极促
进智慧医疗建设，
全面提升医疗智能
化科学化水平；
多管齐下培育和发展
健康产业，
不断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健
康需求；
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以全民健康助推高水平全面小康。
黄莉新强调，
要在深学笃行新思
想中始终把牢前进方向，
在紧扣中心
大局中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在推进
“双向发力”
中广泛汇聚正能量，
在强
化责任担当中树好新时代政协新样
子，为夺取“双胜利”、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
“强富美高”
新
江苏贡献智慧力量。 ▶下转 7 版

省领导到拉萨考察交流对口支援工作
本报讯 （何寿孙） 6 月 14 至 15
日，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委托，副
省长惠建林在参加西藏自治区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场推进暨深化
对口援藏扶贫工作会议后，赴拉萨
对接援藏工作，考察援建项目，看望
援藏干部人才。西藏自治区政府主
席齐扎拉会见惠建林一行，区党委
常委、拉萨市委书记白玛旺堆陪同
考察。
齐扎拉对江苏长期以来对西藏
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
谢。白玛旺堆代表拉萨市委、市政府
和全市各族人民对惠建林一行表示
欢迎，他说，近年来，江苏对口援助拉

萨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一批批干部
人才为我们带来了新理念、新举措,
为拉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
惠建林表示，我省将按照中央关
于对口援藏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继
续做好对口支援各项工作，努力取得
更大成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拉萨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与江苏援藏干部人才代表座
谈时，惠建林转达了省委书记娄勤
俭、省长吴政隆对大家的慰问，充分
肯定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入藏以来
取得的成绩，勉励大家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高质量推进
对口支援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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