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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

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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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

深入推进双“一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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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见证新的历
史。

这是党的二十大后习近
平主席首次出席多边峰会，
地点在距离北京万里之遥的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东道国颇具影响的《雅
加达邮报》有篇文章说，习近
平主席此行已成为二十国集
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
会的焦点，世界各国领导人争相与这位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领导人面对面沟通交谈。

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山一程、水一程，开启了她走
向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国的世界观、世界的中国观，共
同交汇书写新的故事。

2022年 11月 14日至 17日，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
晤，峰会会场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一个下午连续七场双
边会见……占全球2/3人口、近90%生产总值的世界重要
经济体领导人，在全球的聚光灯下。他们走进同中国领
导人见面的会见厅，讲述和中国的故事。

峰会第三阶段会议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回到下榻饭
店。他的老朋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随之赶来。这
场延长到近一个小时的会见，也是读懂中国、思考世界的
一个窗口。

“我们是今年2月份见过以后，到现在时间实际上不
长，但是不长的时间内，这个世界可又发生了不少事情
啊。而且有些事情是重大事件，是一些重大变化。”

审天下之时，度微末之势。习近平主席辩证指出“两
个看到”：“要看到世界上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

字、治理赤字都在加重，更要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
史潮流，总是不可阻挡”。

当此时刻，世界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
大道之行，行稳致远。中国肩上扛着大国担当：“我

们必须以人类前途命运为重，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特别
是大国应该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多为这个世界注入
信心和力量。”

世界，正深刻感知一个古老而现代的中国澎湃的活
力和动力，深刻感知她给世界注入的信心和力量。

抵达之后：两个大国的对话
习近平主席曾经形容，二十国集团就宛若一座桥，让

大家从四面八方走到了一起。
这些天的巴厘岛努拉莱伊国际机场，来自四面八方

的专机整齐列队；海风轻拂的街道上，插着国旗的车队疾
驰而过。

习近平主席下榻的穆丽雅饭店，成为一个焦点。
被称为“可能全世界的关注度都是最高的”中美元首

会晤，如约拉开了帷幕。
窗外的晚霞从海平面上缓缓褪去，宽广的海洋连接

着地球上的两个大国。
17时36分，两国元首几乎同时走进镜头。从左右两

侧，走向彼此。拜登总统看到和习近平主席还有段距离，
微笑着甩开臂膀跑了几步，现场记者一片惊叹。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历史的瞬间，就此定格。
世界期待这一幕。在双方交往的艰难时刻，各方关

注这次会晤能否成为转圜契机，瞩目由此牵动的全球脉
动。

走向会见厅的途中，两国元首不时轻声交谈。现场
快门声响成一片。

一落座，拜登总统首先致开场白。十多年前的一段
往事，他记忆深刻：“我是副总统您是副主席的时候，我们
曾经相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多年来都有非常好的对
话。”

会见厅内气氛友好，话题逐渐走向深入。拜登总统
主动谈到了“管控分歧”：“作为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们
有共同的责任，要展现美中两国可以管控分歧，防止竞争
成为冲突。同时找到方式，在紧迫的全球议题上展开合
作。”

习近平主席一席话，言
简意赅：“我们上次见面是
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5年
多了。你上任以来，我们通
过视频会晤，通过通信通话，
一直保持着沟通。今天我们
实现了面对面的会见。”

面对面，殊为不易。两
个大国的关系近些年来阴雨
连绵，再加上疫情影响，两国

元首有三年多时间没有面对面会晤了。
把时间的镜头再拉长。从接触、建交到如今走过50

多年，一路披荆斩棘，一路风雨兼程。习近平主席感言：
“我们可以说，有得有失，也就是有经验有教训。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就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拜登总统专注倾听，不时低头记录。
习近平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中美两个大国的领

导人，我们能起到一个把舵定向的作用，应该为两国关系
发展找到正确方向，而且推动中美关系向上提升。政治
家要思考和明确的就是本国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要思
考和明确同他国、同世界的相处之道。”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主席曾借此形容中
美关系。“中美这么两个大国，没有一些大的原则性共识
是不行的。有了原则，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妥处分
歧、拓展合作。”

寥寥数语，方向已然明确，就是要找到正确相处之
道，“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这一想法得到了拜
登总统积极回应。两国元首在会晤中共同探讨确立中美
关系指导原则，也就是战略性框架。 （下转3版）

习近平主席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时间

行大道的中国

本报讯（孙杰 叶子昂）今年以来，我市继续全力推进
工业倍增三年行动，工业发展面貌为之一新，工业经济呈
现良好发展态势。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工业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挺进全省第一方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
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
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我市把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体现到推进工业经济建设发展的全过程。
市工信部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作示范、勇
争先”目标要求，坚决贯彻工业强市战略，全面推进工业
倍增三年行动，为推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现了

新担当、新作为。
推动产业升级。聚焦“3+1+X”产业体系，围绕“三个

千亿”目标，坚持做大总量、做优质量，不断巩固优势产
业地位、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产业向高端化迈进，打
造产业发展新高地。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
化，充分发挥中国陶瓷工业互联网平台作用，构建陶瓷
产业竞争新优势。

狠抓项目建设。坚持项目为王理念，聚焦开工率、
投产率、达效率，加大工作力度，强化要素保障，确保签
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完
善工业项目考核机制，开展“骏马项目”和“蜗牛项目”评
选，营造大干快上的良好氛围，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
度，以工业项目之“进”支撑工业发展之“稳”。

强化企业培育。实施企业梯次培育，分
类建立企业培育库，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一企一策”支持产业链龙头企业发展，不断
壮大领航企业。加强中小企业培育，引导企

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打造优质中小企业梯队。加
大规上企业培育力度，开展针对性帮扶，推动更多企业
升规入统。鼓励企业融合发展，支持企业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改造，重点培育一批两化融合、智能制造、绿
色制造示范企业。

全力扶优扶强。继续深入开展企业服务日活动，突
出解决企业反映的重难点问题，激发企业发展潜力。推
进“老树发新芽”，重点支持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技改扩
能、业态扩张。强化金融支持，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
保作用，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服务举措，不断做大
融资担保总量，降低担保费率。

加强运行监测。锚定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进一步
发挥全市工业强市联席会议作用，健全全市工业经济
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对用电、税收、信贷等多项指标的
分析研判，对分领域、分行业、分企业情况的运行监测，
对县区园区的科学指导，确保全市工业稳中有进、量增
质优。

本报讯（记者 刘欣）自7月1日市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出台《关于印发〈景德镇市实施告知
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以
来，我市确定104项行政权力（183个
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今年前
三季度，全市共办理清单内行政事项
22358件，其中8229件采取了告知承
诺制，累计以承诺书代替证明事项数
量26037个，占比36.8%。

按照《景德镇市关于深入推进营
商环境优化升级“一号改革工程”的实
施方案》要求，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结合实际，牵头协调开展了深化告知
承诺制专项行动，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深入推动我市营商环境优化
升级。该局及时组织动员部署，各级
司法局督促相关单位对照目录清单做
好对应权力事项认领、网上公示和承
诺书格式文本的制定工作；同时进行
常态化调度推进，采取电话回访、抽查
平台办理记录的方式对各单位工作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保证告知承诺
制的落地见效；摸清底数明确重点，组
织相关单位对近2年存在办件的事项
进行重新摸底梳理，经梳理市本级现
有活跃事项25项（42个证明事项），占
比30.1%。

同时，按照《景德镇市深化告知承
诺制改革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市
市场监管局作为牵头单位，对市直有
关部门办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时，是
否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堵点”

“痛点”，是否清楚告知企业和群众实
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进行
协调调度。全市10个有关市直部门，
涉及的15个告知承诺制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都已开展了各自职责范围内
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有
关工作，其中市本级涉及9个单位9
项事项。

市政数局还认真梳理改革事项，以
工作提示方式，督促相关部门对照清单
落实告知承诺制；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
书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
件和所需材料；在中心窗口全面推行告
知承诺制办理模式，确保告知承诺制落
到实处、取得实效；加强事中事后管理，
强化法律责任和信用监管。

开展行政审批提速增效“四减一
优”专项行动，简化许可审批流程，压
缩审批时限，明确告知承诺申报要求。如：互联网上网营业
场所网络信息安全审核办结时限从20个工作日缩短至4
个工作日；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全部下放至县区公
安机关，办结时限从7个工作日缩短至2小时；公章刻制业
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全部下放至县区公安机关，办结时限
从20个工作日缩短至1个工作日；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
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办理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
至3个工作日；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从6个环节减为
3个环节，受理材料从5份减为2份；印刷经营许可证核发从
承诺件优化为即办件，只跑一次优化为零跑动。这些具体改
革措施的推行，提升了政务服务效能，受到了群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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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实施工业倍增三年行动成效显
前三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挺进全省第一方阵

隔着口罩，我们看不到他们温暖的笑脸；隔着面屏，
我们看不到他们纯净的眼眸，但是我们能透过他们这一
身耀眼的“白”，看到他们所付出的汗水与努力……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市医务工作者没有推诿，没有退缩，
穿上防护服，化身“天使白”，奔赴一线，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这两天，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区万人核酸检测实验
室灯火通明，一支“硬核队伍”正在这里加班加点、连夜
奋战。他们深知，必须把握这段黄金时间，跑得比病毒
快，才能尽早把潜在人群中的感染者全部找出来，锁定
风险区域和重点人群，这支队伍便是来自该院的核酸
检测队。他们深知，核酸检测报告的准确性至关重
要。“从核酸样本运抵实验室后，我们要在接收、消毒、
检测等各个环节都做到严格规范，确保每个环节可溯
源。”核酸检测队负责人吴辉云表示，责任在肩、使命光
荣，“硬核团队”将始终坚守在核酸检测的第一线，“保
质保量”地完成核酸检测工作，为守护瓷都贡献更大的
力量。

疫情打破了景德镇的平静，当大家居家进入“慢生
活”时，市第二人民医院却按下了“加速键”，全体职工
为服务健康、抢救生命“加速奔跑”。血透室里，十几台
透析仪器正运作着，这里是许许多多尿毒症透析患者
延续生命赖以生存的地方，“净护天使们”正全力守护
着这条血透患者的“生命线”；新生儿科的保温箱内，初
生的婴儿被全方位地呵护着，医护人员将疫情挡在身
后，为小宝贝们支撑起安全的港湾；配合住处小区封
控，许多医护人员干脆直接拖着行李箱就驻扎在了医
院，不分昼夜地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为患者保驾护
航。

市妇幼保健院在职党员纷纷前往居住地社区报
到，协助社区开展全员核酸采样等志愿服务。五龙山

社区、昌江广场社区、景
华社区、奥林社区……在
珠山区各街道、社区都留
下了妇幼人的身影，他们
中有刚下夜班的医务人
员，也有放弃周末休息的
行政人员，他们用实际行
动彰显了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

11 月 19 日，我市组建
了多组核酸检测队伍，市
口腔医院医生郭生红知晓
后主动向领导请缨加入到
核酸检测的队伍中，“共产
党员就是要发挥带头作
用，让我去”，作为一名党
龄十多年的党员干部，郭
生红这句话铿锵有力，彰
显了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
和担当。

有一种浪漫叫做“与
你并肩作战”，有一种感动
叫做“舍小家为大家”，郭
生红的爱人是市第二人民
医院的医生，也需要随时
做好准备，前往医院开展工作。作为典型的双职工家
庭，面对需要照顾的老人和正在读高二的女儿，他们决
定肩并肩、心连心，共赴抗疫战场，合力打赢这场战
争。在出发前，郭生红对着女儿简单叮嘱了几句便赶
忙奔赴社区。在忙碌了一天后，郭生红脱下手套，手已
被汗水泡得发白，在接通女儿视频电话的那一刻，眼泪

夺眶而出。郭生红说：“我和丈夫仅仅是
千万抗疫大军中的一员，在这个特殊时
刻，守好‘大家’，才能保护我们的‘小家’，
女儿也一定会为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骄

傲”。
“医生您好，我们这有一位患者需要开治脑梗药品，

请问支部能否帮忙代开、送药品？”11月20日22时，市皮
肤病医院行政党支部接到珠山区石狮埠街道五龙山社
区主任的求助电话。次日上午，该支部入党积极分子罗
媛主动申请为该名患者送药。按照患者家属要求，她首
先去一院找到指定的医生开具药品，随后前往与家属约
定的地点送药，但因为临时封控，送药受阻。几经周折，
在与家属沟通协商下，最后罗媛把购买的药品交到了对
方手中，患者家属对此万分感激。

“疫”线有你，那抹亮丽的“天使白”
□ 本报记者 王姝 文/图

图为医护人员在社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