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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走 在 全 国 前 列 创 造 新 的 辉 煌

10 月 12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这是 12 日下午，习近平在潮州
古城牌坊街考察时，向群众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新华社广州10月1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随后，习近平步行穿过广济桥畔的广济门，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广东考察
沿石阶登上广济楼。在楼上展厅里，习近平察
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坚持新发
看潮州非遗文化作品，观看非遗项目传承人代
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
表的现场制作演示，并同他们亲切交流，了解潮
创新、真抓实干、奋发进取，以更大魄力、在更高
州传统技艺传承情况。习近平指出，潮州文化
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
设、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形成现代化经
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以潮绣、潮瓷、
济体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潮雕、潮塑、潮剧和工夫茶、潮州菜等为代表的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新的更大作为，努力
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
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承 人 ，让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绽 放 出 更 加 迷 人 的
金秋时节，南粤大地，一派生机勃勃。10 月
光彩。
12 日至 13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
习近平来到二层檐廊，举目远眺，韩江水阔，
东省委书记李希和省长马兴瑞陪同下，先后来到
长桥卧波。在听取广济楼历史和古城修复保护
潮州、汕头等地，深入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
情况汇报后，习近平强调，包括广济桥、广济楼在
区、企业等，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
内的潮州古城比较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实属难
社会发展工作、深化改革开放、谋划“十四五”时
得，弥足珍贵。在改造老城、开发新城过程中，要
期经济社会发展等进行调研。
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使历
12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潮州市考察。位于
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潮州古城东门外的广济桥始建于南宋年间，横跨
牌坊街是潮州市的文化地标之一，23 座古
韩江两岸，风格独特，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
牌坊连接起 51 条古街巷。习近平沿街步行，了
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习近平沿
解潮州市修复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优秀传统
桥步行，察看桥亭、浮桥，眺望韩江两岸风貌，了
文化集结地等情况，并走进街边商铺，同店员、顾
解桥梁历史文化特色，听取广济桥修复保护情况
客热情交谈，向他们询问复商复市怎么样、生产
介绍。习近平强调，广济桥历史上几经重建和修
生活还有什么困难等。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疫
缮，凝聚了不同时期劳动人民的匠心和智慧，具
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基
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潮州历史文化
本恢复，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还很大。要
的重要标志。要珍惜和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
继续严格执行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为最终
文化遗产，不能搞过度修缮、过度开发，尽可能保
战胜疫情而共同努力。
留历史原貌。要抓好韩江流域综合治理，让韩江
沿 街 挤 满 了 闻 讯 赶 来 的 群 众 ，大 家 欢 呼
秀水长清。
“总书记好！”
“总书记辛苦了！”习近平频频向大

10 月 12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这是 13 日下午，习近平在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
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考察，了解汕头开埠历史、经济特区发展成就及下一步发展规划情况。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家挥手致意。他亲切地对大家说，潮州历史悠
久、人文荟萃，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很多人都慕
名前来参观旅游。要保护好具有历史文化价值
的老城区，彰显城市特色，增强文化旅游内涵，让
人们受到更多教育。40 多年前我来过潮州，今
天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潮州发展欣欣向荣，感到
很欣慰。希望潮州广大干部群众抓住机遇，乘势
而上，
起而行之，
把潮州建设得更加美丽！
离开牌坊街，习近平来到潮州三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调研。50 年来，这家企业坚持自
主创新，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在电子元件、先进
材料研发和生产上走在行业前列，一些产品产
销量位居全球前列。疫情期间，企业在坚持严
格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复工复产，产销量实现
了逆势上扬。在公司展厅，习近平察看特色产品
展示，详细询问产品应用、技术优势、市场销售
等。他还走进实验室和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坚持
自主创新、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开拓国
内国际市场等情况。习近平强调，自主创新是增
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希望你们聚焦国内短板产品，在自主研发
上加倍努力，掌握更多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增强
企业竞争和发展能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
化，我们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
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大家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这个主战场中选准自己的定位，发扬
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发展更上一层楼，为国家
作出更大贡献。

就中赤几建交 50 周年

13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汕头市小公园开埠
区考察调研。汕头自 1860 年开埠以来，见证了
列强侵略中国的屈辱历史，也见证了改革开放
以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习近平走进汕头开
埠文化陈列馆，了解汕头开埠历史和经济特区
发展成就，听取汕头市下一步发展规划情况汇
报。习近平指出，汕头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后
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之一。新时代改革开放的
内涵、条件、要求同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希望
汕头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思考谋划，拿出能够真
正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来，路子对了，就要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久久为功。要充分利用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
遇，找准定位，扬长避短，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
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
迎头赶上。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具有潮汕侨乡特色的侨
批文物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海外华侨通过民
间渠道将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寄回
国内，这些“侨批”成为研究近代华侨史的珍贵档
案。习近平听取侨批历史和潮汕华侨文化介
绍。他强调，
“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
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
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
物，加强研究，教育引导人们不忘近代我国经历
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并推动全
社会加强诚信建设。潮汕地区是我国著名侨
乡。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
文章，加强海外华侨工作，引导和激励他们在支
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
祖国和平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
汕头小公园开埠区，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好
的开埠区之一。呈环形放射状格局的街道上，建
有大片骑楼群。习近平步行察看街区风貌，听取
当地开展开埠区修复改造、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
育活化等情况介绍。习近平强调，现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很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越是这样越
要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
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气
息，让古老城市焕发新的活力。要引导人们认识
到汕头经济特区的今天来之不易，从中感悟党的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当地群众和游客们见到总书记来了，争相
围拢上来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祝大家生活愉
快、健康幸福。他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
区的建设同大批心系乡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
分不开的。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今年
是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我特地来汕头经济特
区考察调研，就是要向国内外宣示，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奋
发有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锲而不舍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希望乡亲们携
手努力，共同奋斗！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习近平同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互致贺电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0 月 15 日同赤道几内亚
总统奥比昂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赤几传统
友谊深厚，建交 50 年来，无论国际风云
如何变幻，双方始终真诚友好，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
相互支持，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
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中国同包括赤道几内亚在
内的非洲国家团结互助，共同抗击疫
情，全力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为中
非友好注入新内涵。我高度重视中赤
几关系发展，愿同奥比昂总统一道努
力，以两国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巩固政
治互信，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
作论坛框架内务实合作，推动中赤几关
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奥比昂在贺电中表示，建交 50 年
来，两国携手并进，始终相互理解、共同
协作、互帮互助，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
成果。赤道几内亚同中国有着相似的
历史遭遇，在当前国际社会面临重大挑
战时，两国秉持共同立场，捍卫多边主
义、对话协商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
维护共同利益。赤几方对两国关系发
展感到满意，愿同中方一道努力，继续
拓展合作，
进一步巩固两国友好关系。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10 月
16 日出版的第 20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
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

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
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
力，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
荆斩棘、奋勇前进。
文章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
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
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
尊 重 科 学 、命 运 与 共 的 伟 大 抗 疫 精

神。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
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
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
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的内涵。
文章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
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
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
的主心骨；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