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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万象11月13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3
日抵达万象，开始对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下午 3 时 5 分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万象瓦岱国
际机场。习近平步出舱门，受到老
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常务书记、国家副主席潘坎，老挝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万象市委书记
兼市长辛拉冯，老挝党中央政治局
委员、副总理宋赛等热情迎接。老
挝青年向习近平献上鲜花。礼兵分
列红地毯两侧。

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
代表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向兄弟
的老挝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
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强调，中国

和老挝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国家，是名符其实的好邻居、好朋
友、好同志、好伙伴。建交56年来，
双方传统睦邻友好经受住了国际风
云变幻的考验，历久弥新。两国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不
仅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
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访

问期间，我将同本扬总书记、国家
主席等老挝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
老挝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就中老两
党两国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这次访问必将推动中老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两
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陪同人

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老挝大使王文天也到机

场迎接。
车队离开机场前往下榻宾馆，机

场外悬挂着中老两国领导人巨幅画
像。沿途街道两旁，中老两国国旗迎
风飘扬。街头挂起一幅幅欢迎标语，
热情的当地青少年簇拥在街道两侧，
纷纷向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挥舞

中老两国国旗，表达着老挝人民对中
老友谊的深厚感情和对习近平总书
记、国家主席来访的由衷喜悦。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越南国事访
问后抵达万象的。离开河内时，越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
务书记、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陈国
旺等到机场送行。当地民众挥舞着
中越两国国旗，欢送习近平一行。

习近平抵达万象
开始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共同打造
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重庆商报讯 “让居民过上
好日子，是我这样的社区工作者
最大的心愿……”近日，沙坪坝区
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的居民活
动院坝内，十九大代表、团结坝社
区党委书记杨春敏再次来到这里
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一次她
针对社区老人关心的问题，进行
了宣讲。

多次在不同地方宣讲

“有困难，找杨姐。”这是在团
结坝社区居民中广为流传的一句
话。杨姐名叫杨春敏，现年54岁，
曾是一名重庆特殊钢集团（简称
特钢厂）的下岗职工。随后她应
聘社区工作者，主动请缨负责居
民稳定和服务工作，将曾经的一
个“问题社区”变成一个和谐社
区。如今，她的身份是石井坡街
道团结坝社区党委书记。

10月28日下午，她就来到社
区院坝，将从北京带回来的“礼物”
给了居民，“我将十九大的精神带
回来了，把党和国家对我们基层群
众的关心带回来了！”当天下午，社
区院坝里聚集了上百名居民，杨春
敏将在北京参会期间的所见所闻
所感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居民，对
居民关心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
内容，进行了宣讲。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十九大报告中，
这句话给杨春敏留下了深刻印
象。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在她看
来，把每个居民的每件小事都处理

好了，大家的生活也就更好了。
她告诉记者，基层党员干部就

是要为居民服务，要抓好基层党组
织建设，改变社区环境，让大家都
过上舒心的好日子！

记者了解到，近段时间杨春
敏多次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宣讲，
从社区工作室，到社区院坝，再到
楼道，居民家里……“只要需要我
的地方，我都会义不容辞。”

做居民贴心的倾诉人

11 月 2日上午，社区办公室
来了一位老人，一进门老人就满
脸愁容，“杨书记，你说我该怎么
办哟，这日子没法过了！”

原来老人是辖区居民，已退
休，因为老人是重组家庭，多年来
与妻子在生活上的矛盾很多，特
别是涉及子女的管教更是矛盾突
出。而前一天，老人的妻子与儿
子一起给孙子过生日，出去玩没
有叫上他，这让他心里很憋屈，并
怀疑妻子没有叫他的原因是不是

跟前夫一起出去了……
杨春敏细心地听老人讲述，

并且询问老人的想法，然后对老
人进行了分析和开导。“绝对不会
有这样的情况，你真的是想太多
了……”

原来何先生的妻子之前也因
为与丈夫争吵多次找到杨春敏倾
诉，并且也说明了自己内心的想
法，两人确实想过好日子的，但由
于与丈夫矛盾多，于是当天担心
不愉快，就没有喊上何先生。

“夫妻之间过日子，讲的就是
相互信任、理解和尊重！”杨春敏
说，家庭关系是需要夫妻去维系，
当遇到矛盾和不愉快时，首先静
下来想想该如何去解决，而不是
争吵，简单粗暴的争吵只会伤害
彼此的感情。

经过一个小时的开导，何先
生表示自己的心里舒服多了，他
回家会好好地跟妻子沟通。

何先生表示，杨春敏在接待
居民时，态度非常热情，他非常愿
意听取她的建议。

重庆商报讯 11月 13日，全
国网信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宣讲活动来到重庆，党的十
九大代表、中央网信办专家宣讲
团成员、浙江省委网信办干部徐
岚宣讲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当天
上午，华龙网、视界网、人民网重
庆频道、新华网重庆频道、中新重
庆新闻网、光明网重庆频道、国际
在线重庆频道等七家网站负责人
及全体员工500余人聆听了报告
会，当天下午，全市100家网络安
全企业负责人及技术骨干聆听了
报告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网信
战线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
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
九大精神。”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会
上，徐岚紧扣党的十九大报告，围
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这个主线，从大会基本情
况、个人感受、从网络传播角度看
十九大舆论场、报告精神等方面，
深入浅出地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

任务作了全面系统、重点突出的
解读。

报告会上，与会人员认真聆
听并认真做了笔记。市委网信办
副主任严兵对首场报告会做了总
结，他认为，宣讲精彩生动，内容
全面，同时也很接地气。严兵代
表市委网信办向各网站从业人员

提出要求，要充分认识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要意义，
要学懂学透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
精神，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
落实到网信事业发展中。要做好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网上宣传，全
面反映我市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生动场面，宣传好
我市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
战略决策部署。

据了解，全国网信系统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旨在
进一步推动网信系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走向深入。本月6
日起，中央网信办组织的由网信系
统十九大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相关
司局负责同志等组成的网信系统宣
讲团，已在各省市集中宣讲。即日
起至本月15日，按照中央网信办统
一部署，重庆市委网信办将组织五
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
告会。

在此期间，中央网信办专家
宣讲团吴泽群和徐岚两位宣讲成
员，将走进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网
络安全企业、互联网企业、市委网
信办作宣讲报告。

重庆商报讯 近日，渝北区龙
溪街道团工委组织各社区及辖区
非公企业团支部书记、团员青年，
在街道会议室召开了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团日活
动。会上，街道团工委书记段成
波对街道各级团组织下一步如何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

出部署。
段成波指出，党的十九大是一

次高举旗帜、引领方向、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盛会。各
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干部要把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头等政治任
务，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组织引
领辖区广大青年迅速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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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代表、沙坪坝区团结坝社区党委书记杨春敏：

做居民贴心的倾诉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杨春敏在给居民宣讲十九大精神 记者 付迪西 摄

中央网信办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来渝宣讲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翰书

龙溪街道团工委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徐岚 首席记者 钟志兵 摄

活动现场 通讯员 徐晓燕 摄

新华社万象11月13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3
日在万象国家主席府同老挝人民
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
席本扬举行会谈。双方高度评价
对方发展成就，同意加强交流互
鉴，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老挝革新
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继续秉持好邻
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
巩固中老传统友好，推动长期稳定
的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
上新台阶。

习近平和本扬相互介绍了中共十
九大和老挝党和国家事业有关情况。

习近平赞赏老挝坚持走本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评价老挝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强调
相信在以本扬总书记为首的老挝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老挝人民一定能
够在全面革新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
成就。

本扬热烈祝贺中共十九大圆
满成功，高度评价大会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
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信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
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将朝着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迈
进。本扬指出，中共十九大的成果
也将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发展，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友好、合作、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老是社会主义
友好邻邦，传统睦邻友好历久弥
坚。建交56年来，双方政治互信不

断增强，务实合作持续扩大，人文
交流日益密切，两国关系全面深入
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
利益。中老理想信念相通，两国关
系战略定位高远，发展空间广阔。
中方始终珍视中老传统友谊，高度
重视同老挝关系，愿同老方携手努
力，不断丰富和发展高度互信、互
助、互惠的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使两国永远做好邻居、好朋
友、好同志、好伙伴。

本扬表示，感谢习近平同志连

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出访就来
到老挝，相信此访将深化两国传统
友谊，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为构
建老中命运共同体规划蓝图、指明
方向，推动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迈上新台阶。老挝钦佩中国发
展成就，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帮
助，将坚持按照“四好”精神不断推
进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支
持中国为促进国际和地区稳定和繁
荣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和本扬就两党两国关系

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
致认为，中老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国家。双方在彼此信赖的基
础上，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
的命运共同体，符合两党两国和两
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有
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互访的优良
传统，引领和指导新时期中老关系发
展。加强两党友好交流合作，深化治
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外交、国

防和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双方重申
坚定支持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双方同意加快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
略对接，共建中老经济走廊，推进中
老铁路等标志性项目，提升经贸合
作规模和水平，促进两国经济优势
互补，深化产能、金融、农业、能源、
资源、水利、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医
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推动双方务实
合作更多惠及两国基层民众。

双方同意深化文化、教育、科

技、旅游等领域合作，办好老挝中
国文化中心，加强青少年友好交
往，扩大地方间合作。密切在联合
国、亚欧会议、东亚合作、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和
配合。

会谈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见
证了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科技、农业、
电力、人力资源、金融、水利等领域
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本扬在主席府广场举
行隆重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前，主席府外道路上，
千余名当地民众挥舞中老两国国
旗，数百名身着盛装的老挝各族人
民载歌载舞，喜迎中国贵宾。主席
府门前悬挂着中老两国领导人巨幅
画像。

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本扬
热情迎接。老挝青年向习近平献上
鲜花。习近平同本扬登上检阅台。
军乐队奏中老两国国歌。习近平
在本扬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仪仗
队员用老挝语高呼“祝习近平总书
记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健
康！”习近平同老方陪同人员握手，
本扬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出席上
述活动。老挝方面出席的有：老挝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坎潘，老挝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宋赛，
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宋迪及老挝政
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万象国家主席府同老挝
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新华社图

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万象国家主席府同老挝人民革
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这是会谈前，本扬在主席府广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