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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讀新疆建設成就
經濟發展持續向好
◆2014 年—2019 年，新疆地區生產總值由

9,195.9 億元（人民幣，下同）增至13,597.1
億元，年均增長7.2%。

◆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由1,282.3億元增至1,577.6
億元。

人民生活明顯改善
◆2014年—2019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長9.1%。

◆建成農村安居工程169萬餘套、城鎮保障性安居
工程156萬餘套，1,000多萬群眾喜遷新居。

脫貧攻堅獲決定性成就
◆至2019年，全疆累計脫貧292.32萬人，貧困發生
率由2014年19.4%降至1.24%。

◆貧困人口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參保率100%。

對口援疆力度不斷加大
◆2014年—2019年，中央財政對新疆自治區和
兵團轉移支付逾2萬億元。

◆累計引進援疆省市企業到位資金16,840億元。

資料來源：微信公眾號「學習小組」

會議由李克強主持。栗戰書、王滬寧、趙樂
際、韓正出席會議。汪洋作總結講話。

習近平強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做好
新疆工作，要完整準確貫徹新時代黨的治疆
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總目標，依法治
疆、團結穩疆、文化潤疆、富民興疆、長期
建疆，以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
保障，多謀長遠之策，多行固本之舉，努力
建設團結和諧、繁榮富裕、文明進步、安居
樂業、生態良好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新疆。

人均收入年均增長9.1%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第二次中央新疆工
作座談會以來，經過各方面艱辛努力，新疆
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新疆經濟社會發展和
民生改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各族群眾
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一是經濟發展持續向好。2014年至2019年，

新疆地區生產總值由9,195.9億元（人民幣，下
同）增長到13,597.1億元，年均增長7.2%。
二是人民生活明顯改善。2014年至2019
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
9.1%。農牧區醫療設施條件明顯改善，鄉鎮
衞生院和村衞生室標準化率均達100%，居民
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達到99.7%。
三是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成就。2019年，

全疆貧困發生率由 2014 年的 19.4%降至
1.24%。「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基本解

決，貧困群眾生產生活條件得到大幅改善。
四是中央支持和全國對口援疆力度不斷加
大。19個援疆省市全面加強全方位對口支
援，累計投入援疆資金（含兵團）964億元。
習近平表示，總的看，新疆呈現出社會穩
定、人民安居樂業的良好局面，為邁向長治
久安奠定了堅實基礎。事實充分證明，我國
民族工作做得是成功的。這些成績的取得，
是黨中央堅強領導的結果，是全黨全國人民
共同奮鬥的結果，也凝聚着新疆2,500多萬各
族兒女的智慧和汗水。習近平代表黨中央，
向參與和支持新疆工作各條戰線的同志們，
向新疆各族群眾，向在基層一線辛勤工作的
廣大幹部職工，表示誠摯的慰問。

推進絲路建設 壯大特色產業
習近平指出，發展是新疆長治久安的重要
基礎。要發揮新疆區位優勢，以推進絲綢之
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為驅動，把新疆自身的
區域性開放戰略納入國家向西開放的總體布
局中，豐富對外開放載體，提升對外開放層
次，創新開放型經濟體制，打造內陸開放和
沿邊開放的高地。要推動工業強基增效和轉
型升級，培育壯大新疆特色優勢產業，帶動
當地群眾增收致富。要科學規劃建設，全面
提升城鎮化質量。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
銀山的理念，堅決守住生態保護紅線，統籌
開展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護工作，讓大美
新疆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

珠海市交通運輸局27日表示，為應對
黃金周拱北口岸前往澳門旅客扎堆擁
堵，提高通關效率，交通部門將在黃金
周對拱北口岸往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
岸方向開通兩條免費專線︰一是拱北口
岸公交總站（6:50-19:30）至港珠澳大橋
珠海公路口岸站（7:30-20:00）、二是拱
北口岸右側應急通道至港珠澳大橋珠海
公路口岸（9:00-16:00）。■記者方俊明
中企承建的阿根廷高查瑞300兆瓦光

伏發電項目26日獲得阿電力市場管理機
構許可，標誌該國最大光伏電站正式投
入商業運營。據悉，該項目建設已為當
地提供近1,500個工作崗位。項目正式投
運後每年可為當地政府帶來約5,000萬美
元收入，並將極大緩解當地電力負荷的
緊張狀況，保障民眾日常用電需求。

■新華社
27日零時30分許，重慶能投渝新能源
公司下屬松藻煤礦發生一氧化碳超限事
故，造成17人被困。截至目前搜救工作
已經結束，事故已造成16人死亡、1人被
送往醫院全力搶救。事故原因進一步調查
中。 ■新華社

新聞 速遞

習近平：依法治疆 團結穩疆 富民興疆
出席新疆工作座談會 強調發展是長治久安基礎

國際銳評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99月月2525日至日至2626日在京召開日在京召開。。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指出習近平指出，，發展是新疆長發展是新疆長
治久安的重要基礎治久安的重要基礎。。 新華社新華社

◆堅持從戰略上審視和謀劃新疆工作

◆堅持把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作為新疆工作總目標

◆堅持以凝聚人心為根本

◆堅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

◆堅持弘揚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堅持緊貼民生推動高質量發展

◆堅持加強黨對新疆工作的領導

資料來源：新華社

新時代治疆方略「八個堅持」

王毅：中國永遠同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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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領導人近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言
時罔顧事實，公然詆毀中國在大氣、
海洋等環境保護領域的努力，大言不
慚地以退出《巴黎協定》為榮，荒唐
地宣稱美國才是全球環境保護的貢獻
者。這番顛倒黑白的荒謬言論，恰恰
暴露出美方不負責任退出《巴黎協
定》後的心虛與尷尬，暴露出美國一
些政客才是全球生態保護的巨大威
脅。
明眼人都看出，借聯大這個多邊場

合抹黑攻擊中國，不過是美國政客為
一己私利迎合國內反華勢力、轉嫁國
內矛盾、圍堵打壓中國的一個卑劣伎
倆。而就生態問題詆毀中國，則還暗
藏一個心機，即企圖沖淡國際社會對
其全球合作破壞者的身份認知。
在本屆聯大上，中國最高領導人習

近平明確表示，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
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
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堅定承諾
充分體現了大國責任和擔當，受到國
際社會普遍歡迎。
反觀美國，作為全球累計排放溫室

氣體最多的國家，美國既不批准《京
都議定書》，又退出《巴黎協定》。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固體廢棄物出口國
和人均塑料消費大國，美國拒不批准
《巴塞爾公約》。不僅如此，2017年
以來，本屆美國政府共削弱了100多
項環境法規的執行力度。樁樁件件事
實表明，那些中傷中國的美國政客，
才是全球生態問題的麻煩製造者、應
對氣候變化合作的破壞者。
根據聯合國和世界氣象組織的一份

最新報告，世界將迎來有記錄以來最
熱的5年。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
這份報告表明氣候危機不僅存在，而
且還在不斷惡化。美國政客若出於一
己私利執意不顧子孫後代的生存和地
球家園的命運，繼續肆意妄為、「甩
鍋」推責，那熊熊燃燒的不僅是加州
的大火，恐將是整個地球的未來。試
問，這個不可承受之重的歷史責任，
美國政客負得起嗎？

■中央廣電總台國際銳評評論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7日11時23
分，中國在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四號乙運載
火箭，以「一箭雙星」方式將環境減災二號01組
衛星送入預定軌道，發射任務獲得成功。

接替超期服役小衛星
環境減災二號01組衛星包括2顆16米光學衛

星，具有高機動能力、高精度控制、高穩定度、
載荷適應性較強及長壽命等特點。

衛星入軌後，將接替超期服役的環境與災害監
測預報小衛星A、B星，可廣泛服務於國土資源、
水利、農業、林業、地震等應用用戶，進一步滿
足國家在相關領域數據持續供給需求。
據了解，此次被接替的環境減災一號A、B衛

星於2008年9月6日發射，已在軌服役近12年。
此次任務是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第348次飛

行，同時也是長征四號乙運載火箭一周內再次發
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特區政府在內
地支援下展開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本月中已經順
利結束，協助政府化驗的華大基因在港公司華昇
診斷中心26日正式撤離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體育
館，其間拆除設於體育館的臨時氣膜火眼實驗室
及將檢測儀器運走並存倉。
華昇董事長胡定旭透露，倘香港出現新一波疫
情，氣膜實驗室可以在一星期內重新設立以展開
另一輪大型檢測，並表示正招募大批本地人才以
應付日後檢測的需要，在有需要時亦可與診所和
醫院合作進行採樣，在政府推行「健康碼」和

「旅遊氣泡」等計劃時提供檢測服務。
胡定旭透露，華昇現時每日可以進行3萬個單管

檢測，若以三合一方式進行混樣檢測，每日的檢測
量就可達到9萬個，相信足以應付有關需求。
香港私營醫療及化驗機構的新冠肺炎病毒的檢

測服務，之前一直被批評收費過於高昂，就算香
港疫情緩和後令政府可落實推出「健康碼」和
「旅遊氣泡」，也可能因收費高昂而桎梏巿民使
用意慾。胡定旭指出，收費高主要是市場檢測量
很小，但隨着檢測量的增加，價錢也會有所下
降。

氣膜實驗室入庫候命 隨時助港推健康碼

中國成功發射環境減災雙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9月25日至26

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

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發展是新疆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當前和今

後一個時期，做好新疆工作，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總目標，依法治疆、團結

穩疆、文化潤疆、富民興疆、長期建疆，以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為保障，努力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疆。

赴新疆考察調研、參加新疆代
表團審議、給庫爾班大叔的後人
回信……對新疆這片土地，習近
平總書記有着濃濃的感情。

「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
2017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疆

代表團審議現場，一位代表拿出庫爾班大叔家
人的照片給習近平看。這位代表所說的庫爾班
大叔，是新疆于田縣一位維吾爾族農民。上世
紀五十年代，庫爾班·吐魯木的普通百姓，為表
達翻身得解放的感恩之情，多次想「騎着毛驢
上北京看望毛主席」，後來受到毛澤東主席兩
次接見。

2017年1月，習近平給庫爾班大叔的後人回
信說：「希望你們全家繼續像庫爾班大叔那
樣，同鄉親們一道，做熱愛黨、熱愛祖國、熱
愛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模範，促進各族群眾像石
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創

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不辭長作新疆人」
2014年4月，習近平赴新疆考察調研。調研期

間召開的座談會上，習近平回憶起上世紀六七十
年代知識青年投身兵團的故事。他說：「我當時
插隊在陝北，很嚮往這裏。蘇東坡詩曰『日啖荔
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新疆有烤囊、抓
飯、羊肉串、哈密瓜、葡萄等等，咱們有充足的
理由說『不辭長作新疆人』。」

「這種做法很好」
2014年4月，習近平在新疆疏附縣托克扎克鎮阿

亞格曼干村考察時，吐爾遜·馬來提老人是村裏清
真寺的伊瑪目。吐爾遜對總書記表示，自己平時在
講經解經時注意宣講黨的好政策，讓群眾更好理
解。「這種做法很好。」習近平說，宗教要與社會
主義社會相適應，積極宣揚有益於社會主義建設的
好的理念，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新華網

習近平與新疆的二三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和聯
合國26日共同舉辦減貧與南南合作高級別
視頻會議。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主持
會議並發表講話。

挖掘南南合作數字經濟潛力
王毅表示，南南合作是發展中國家聯合

自強的偉大實踐，是一代代人薪火相傳的
寶貴財富。新形勢下，我們要繼續秉持團
結互助精神，依託77國集團、金磚國家等
機制平台，推動南南合作為發展中國家群
體性崛起提供新的助力。要在深化基礎設
施、能源、農業等傳統領域合作基礎上，
積極挖掘數字經濟、5G等領域的合作潛
力。旗幟鮮明地支持多邊主義，維護以聯

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世貿組織為基
石的多邊貿易體制，捍衛發展中國家的正
當權益和發展空間，進一步提升發展中國
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王毅強調，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化，中

國永遠是發展中國家的堅定一員，永遠同
廣大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永遠做發展中
國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誠夥伴。

發展優先「不讓任何人掉隊」
王毅表示，當前形勢下，國際社會應秉

持「發展優先」理念，將2030年議程置於
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平衡、有力推進
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和169項具體目標的落
實。要支持聯合國發揮統籌協調作用，推

動構建更加平等均衡公平的新型全球發展
夥伴關係，真正實現「不讓任何人掉
隊」。共建「一帶一路」同落實2030年議
程高度契合，希望更多發展中國家成為
「一帶一路」合作夥伴，在互聯互通中實
現高質量發展。
王毅指出，貧困是束縛人類自由與發展

的牢籠，也是許多國家和地區矛盾衝突的
根源。我們要更加堅定地將消除貧困作為
首要目標，以聯合國成立「消除貧困聯
盟」為契機，推動國際社會聚焦減貧合
作，確保發展資源向減貧、教育、衞生、
基礎設施建設等民生領域傾斜，為發展中
國家提供必要的資金技術支持，攜手用發
展這把總鑰匙打開消除貧困的大門。

■協助港府化驗的華大基因在港公司華昇
診斷中心正式撤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衛星研製團隊和環境減災二號A、B衛星
合影。 資料圖片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中）26日出席並主持減貧
與南南合作高級別視頻會議。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