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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17 日 电 （ 记 者 崔
静）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 家 主 席 、中 央 军 委
主 席习近平近日对侨
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他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
儿女共同努力。把广大
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
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
积极作用，是党和国家的
一项重要工作。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各级党委、政
府和侨务部门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依法
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
眷权益，在促进国家现代
化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
一、促进中外友好合作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望侨务战线的同志们
坚持胸怀全局、坚持为侨
服务、坚持改革创新，以
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
中国梦为主题，当好海外
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
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
家，最大限度把海外侨胞
和归侨侨眷中蕴藏的巨
大能量凝聚起来、发挥出
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作出批示指出，海外侨
胞和归侨侨眷是中国联
系世界的重要纽带，是
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依
靠力量。党的十八大以
来，各地、各涉侨部门认
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着力凝聚侨
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团结调动广大海外侨
胞和归侨侨眷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开创了侨务工作新局
面。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十三五”时期，望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中央
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按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等要求，持续推动侨务工作改革创新，扎实做好各项
为侨服务，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增进中外交流合作、提升国
家软实力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 17 日在京召开。国务委员杨
洁篪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和李克强批示，对全国侨办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
者进行了表彰。

各省区市和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
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驻外使
领馆代表等出席会议。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

李克强作出批示新华社北京 2 月 17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 2 月 17 日
上午在京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
全形势，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中国特色国
家安全道路，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
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
安全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国家安
全 委员会副主席李克强、张德江出席
座谈会。

座谈会上，习近平首先表示，召开这
次座谈会，就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
议，分析国家安全形势，对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国家安全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外交
部党委书记、副部长张业遂，湖北省委书
记蒋超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
全国分别介绍了本部门、本地区开展国家
安全工作的情况，并就更好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健全国家安全工作体
制机制等谈了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成立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总体部署，推动
国家安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涵盖领域十分
广泛，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我们正在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时刻面
对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挑战。这既对国
家安全工作提出了新课题，也为做好国家
安全工作提供了新机遇。国家安全工作
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
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
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

习近平强调，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
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
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
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
谋划。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
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
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

序。要切实加强国家安全工作，为维护重
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保障。不论国际形势
如何变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
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
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
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
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突出抓好
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
全、网络安全等各方面安全工作。要完
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社会
治理整体水平，注意从源头上排查化解
矛盾纠纷。要加强交通运输、消防、危险

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治理，遏制
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要筑牢网络安全防
线，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防护，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
度和市场化引导，加强网络安全预警监
测，确保大数据安全，实现全天候全方位
感知和有效防护。要积极塑造外部安全
环境，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引导国际社会
共同维护国际安全。要加大对维护国家
安全所需的物质、技术、装备、人才、法律、
机制等保障方面的能力建设，更好适应国
家安全工作需要。

习近平强调，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
的领导，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

则。各地区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的
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维护国家安全
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关心和爱
护国家安全干部队伍，为他们提供便利条
件和政策保障。

王沪宁、刘奇葆、孙政才、范长龙、
孟建柱、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韩正、
杨晶、杨洁篪、周小川和中央军委委员
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出席座谈会。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有关人民团体，部分金融机构、国有重要
骨干企业、高等院校及军队有关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新华社北京 2 月 17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7日致电巴基斯坦总统
马姆努恩·侯赛因，对巴基斯坦信德
省塞赫万地区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
件表示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
贵国信德省塞赫万地区发生严重恐
怖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遭遇的不
幸深表同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
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受伤者和

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中方反对一切形

式的恐怖主义，对这一恐怖袭击事
件予以强烈谴责。中方将继续坚定
支持巴基斯坦为打击恐怖主义、维
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所
作的努力。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17日致电巴基斯坦总理
纳瓦兹·谢里夫，对巴基斯坦信德省
塞赫万地区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
表示慰问。

李克强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
贵国信德省塞赫万地区发生恐怖袭
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方
对这一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我
谨代表中国政府，对遇难者表示深
切哀悼，向伤员和遇难者家属表示
诚挚慰问。

李克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
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一如既往坚
定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为维护
国家安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所作
的不懈努力。

习近平就巴基斯坦发生重大恐怖
袭击事件向巴总统侯赛因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巴总理谢里夫致慰问电

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强调

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李克强张德江出席会议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张 铎摄

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兴党强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之四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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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关乎
旗帜道路，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前途
命运。

2016 年 2 月 19 日 ， 习 近 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座谈会，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基
本方针、实践路径，为新闻舆论
战 线 提 供 了 思 想 武 器 和 行 动
指南。

春风化雨润万物，丹心妙笔著
华章。

一年来，广大新闻舆论工作
者认真学习贯彻“2·19”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
论导向，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
代发展共进步，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唱响主旋律，以更加自觉的行
动传播正能量，有力激发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强
大力量。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一年来，广大新闻工作者

在实践中更加深刻认识到，“2·19”
重要讲话对于做好新时期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文者，贯道之器也。
如何才能在复兴征程中凝聚起

亿万人民共同奋进的力量？如何才能
在错综复杂的舆论场中一锤定音？如
何才能在政治风浪前站稳脚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适应国
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
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

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
从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到对人民

币汇率的炒作，从网络错误、虚假信
息的杂音到南海问题上的博弈⋯⋯
一年来，国内外舆论环境错综繁杂，
意识形态争锋日益激烈。

“正如中央所判断的，新闻舆论
工作已经处于意识形态斗争最前
沿。”回顾过去一年舆论环境的变
化，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
所所长唐绪军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现实
挑战的清醒判断，为我们党进一步
加强新闻舆论工作奠定了认识论的
基础。 （下转第三版）

激发团结奋斗圆梦中国的强大力量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2·19”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姜 潇 史竞男

三版刊登新华社评论员文章——

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