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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7月7日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
依校区毕业生回信，肯定他们到边疆基
层工作的选择，对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出
殷切期望。回信全文如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
毕业生们：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得知你们
118 名同学毕业后将奔赴新疆基层工
作，立志同各族群众一起奋斗，努力成为
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西部建设者，我支
持你们作出的这个人生选择。

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
争，让你们这届高校毕业生经受了磨
练、收获了成长，也使你们切身体会到
了“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的道
理。前进的道路从不会一帆风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
一代青年矢志奋斗。同学们生逢其时、
肩负重任。希望全国广大高校毕业生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
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
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
多作贡献。

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切实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采取有效措
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千方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热
情支持高校毕业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
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习近平

2020年7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2016年开始招生，435名首届毕业生来
自全国16个省份，目前总体就业率接
近85％，其中118人选择到新疆基层工
作。近日，这118名毕业生给习总书记
写信，汇报了大学四年学习和思想上的
收获，表达了扎根西部、建设边疆的坚
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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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7 月 8 日同俄罗斯总统
普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6月下旬，俄罗斯成
功举办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红场阅兵
式，向全世界展示了铭记历史、捍卫和
平的坚定决心。日前，俄方顺利举行全
民投票，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充分体
现了俄罗斯人民对俄罗斯政府的支持
以及对俄罗斯政府治国理念的认同。
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俄方走符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俄方加
快实现发展振兴。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化很
快，中俄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密切
战略沟通合作十分必要。中方愿同俄
方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坚决反对外部干
涉破坏，维护好各自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维护好双方共同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俄在新冠肺炎疫情最
艰难的时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为新时
代中俄关系增添了战略内涵。双方要在
做好较长时间应对疫情的同时，研究采取
灵活多样的方式，推动各领域合作加快复
工复产。双方要利用好科技创新年契机，
加强高技术、疫苗和药物研发、生物安全

等领域合作，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向更高
水平，助力两国各自发展，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中方愿同俄方不断密切在联合国
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维护多边主
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行径，共同捍卫
国际公平正义，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普京表示，近日俄罗斯全民投票高
票通过宪法修正案，有助于维护俄长期
政治稳定，更好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
部干涉。俄中均珍视本国主权安全，始
终坚定相互支持，无论是在疫情艰难时
刻相互伸出援助之手，还是不久前中国

人民解放军仪仗队赴俄参加红场阅兵
式，均再次印证了这点。俄中关系正处
于历史最高水平。俄方坚定支持中方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努
力，反对任何破坏中国主权的挑衅行
为，相信中方完全有能力维护香港长期
繁荣和稳定。俄方将对华关系作为外
交最优先方向，愿同中方一道，继续推
进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上海合
作组织、联合国等框架下的战略沟通协
调，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与安全。

普京就中国南方多地发生洪涝地质
灾害表示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部、
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通知》，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
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的通知》全文如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
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
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
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了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
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
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这
一重要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党和国家
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
卷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
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又发表
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具有原创
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中国外文局，编辑出版了《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该书收入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2017年10月18日至2020年1
月13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
示、指示、贺信等92篇，分为19个专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生动
记录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
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
伟大实践，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

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
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出
版发行，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
众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掌握贯穿其中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对于帮助国际社会更好了解这一
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增进对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
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通知》

盛夏时节，河南驻马店的中国（驻
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里一派繁
忙景象。今麦郎、克明面业、思念食品
等知名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现代化生产
线开足马力抢时间、赶订单，产品源源
不断地包装下线、装车待发。

“这是今年刚筹建的年处理100万
吨小麦的面粉生产线，旁边很快将建起
一条年生产4亿包方便面的生产线。”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应
伟介绍，公司占地500亩、总投资20亿
元的克明食品产业园已经基本落成，

“这里是我们最大的生产基地，产能占
公司的60%。公司还发展了10万亩的
订单种植，在驻马店及周边地区推广种
植中、高筋小麦品种，并以高于市场价
的方式回购，很受农户们欢迎”。

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是农业
现代化的重要方向。2018年年初，农业
农村部批复在驻马店建设全国第一家
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在河南省委、
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园区向着打造中
国“农业硅谷”、现代产业新城的目标阔
步迈进，目前“三纵六横”道路网、水电
气暖、通信设施基本铺设到位，具备了
集群式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

近年来，驻马店坚持把农产品加工
业作为提升农业价值链的重要环节、脱
贫攻坚的重要支撑，平舆白芝麻、正阳
花生、泌阳花菇、确山板栗、正阳三黄鸡

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园区周边
200公里范围内各种特色农产品生产基
地星罗棋布，吸引和带动了众多农产品
加工企业。徐福记、君乐宝、恒都、鲁花
等一批知名企业“纷至沓来”，王守义十
三香、大程粮油等一批当地骨干企业也
日益筋强骨壮。

王守义十三香调味品集团立足本
土资源优势，采用国际先进生产设备工
艺，建起现代化生产车间，产品畅销欧
美、东南亚等地。“刚来时，还没有现代
化生产线，厂区里仍有不少空地。”回忆
起刚入职时的情景，员工李磊不由得感
慨，“10年来，公司发展很快，我的工资
也已经涨到每月5000多元。”

企业的发展不仅为员工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福利，也加速了当地产业集
聚、换档升级。目前，驻马店全市农业
产业化集群达62个，其中省级21个，居
河南全省第一；农产品加工企业1680
家，农产品加工业年产值近1800亿元，
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以调味品、食用菌、果蔬等特色农
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驻
马店正以加工业带动农业价值链“接
二连三”，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
率，走出了一条工农互促的发展路子，
为当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经济基
础，也为城乡居民增收提供了更多
选择。

河南驻马店：

工农互促夯实增收基础
本报记者 杨子佩 姚 进

2012 年 至 2019 年 累 计 减 贫
192.06万人，实现历史性整体脱贫；生
产总值跻身全国城市百强；全市生产总
值、财政总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指标年均增幅稳
居江西省“第一方阵”……这是一个革
命老区在8年里交出的成绩单。

2012年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
台，翻开了赣南老区发展的新篇章。8年
来，赣南苏区人民全力以赴抓好政策落
实，推动赣南苏区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经
济发展迈入快车道，特色产业快速发展，
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脱贫攻坚取得
决定性胜利，城乡面貌实现大变样。

各方凝聚振兴合力

“赣南苏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主体，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
巨大牺牲。由于种种原因，赣南苏区
目前经济发展依然滞后，人民生活仍
然比较困难。如何进一步帮助和支持
赣南苏区发展，使这里与全国同步进
入全面小康，使苏区人民过上富裕、幸
福的生活，应当高度重视和深入研
究。”早在2011年习近平同志就作出
这样的重要批示。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
勇前行。8年来，国务院印发了10多
个支持文件，特别是2019年2月，国家
发改委等8部委联合出台若干政策措

施，进一步加强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
兴发展的政策支持。建立支持赣南等
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共召开了6次会议。

中央组织部、国家发改委牵头中
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
南，架起了中央和老区的“连心桥”，开
启了部委与赣南的“直通车”。8年
来，对口支援部委先后派出212批次
调研组深入赣南调研，派出四批161
名优秀干部深入赣南各县（市、区）、赣
州经开区挂职帮扶，有力促进了受援
地发展。

2019年5月20日，怀着对这片土
地最深的爱，怀着对人民最浓的情，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赣州视察，对《若干
意见》落实和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工作给
予了高度肯定。

感恩奋进奔小康

“住得很宽敞，睡觉也踏实多
了！”仲夏时节，走进上犹县水岩乡龙
门移民新村，原先“水上漂”的梁学武
在自家宽敞明亮的二层半小楼里高
兴地告诉记者。8年前，和梁学武一
样的“水上漂”在赣南上犹、崇义等地
有很多。由于水资源丰富，赣南多地
建起了大中型水电站，库区面积大、
产生了数万移民。他们在库区搭建
简易木棚栖身，以船为家，靠捕鱼维
持生计。 （下转第二版）

奋力奔跑 逐梦“振兴”
——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八周年综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本报北京7月8日讯 记者黄俊毅
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在7日法国巴
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
209次会议上，中国推荐申报的湖南湘
西、甘肃张掖两处地质公园正式获批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称号。至
此，我国世界地质公园数量升至41处，占
全球161处的四分之一，稳居世界首位。

湘西世界地质公园位于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武陵山脉腹地，拥
有160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
址。张掖世界地质公园位于甘肃省张掖
市，显著特征是由色彩斑斓的褶皱泥岩
和砂岩组成的彩色丘陵，同时还拥有自
然侵蚀在山体上形成的“窗棂状”“宫殿
式”丹霞地貌等。

左图 湘西世界地质公园吕洞山
风貌。 （国家林草局供图）

我国新增两处

世界地质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