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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日以视
频形式出席2021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发表
主旨演讲并宣布论坛开幕。

李克强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能源高质量发展和
应对气候变化。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
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近年
来，中国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调整优化能源、
产业结构，狠抓节能减排，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前不久，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中国正
式上线。

李克强强调，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病
毒迭代变异，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全球
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各国应密切合作、共
克时艰，努力实现谋发展与绿色转型并行不悖、相互促
进，推动转型升级。李克强就此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秉持科学精神和务实态度，合理推动能源清洁
利用和低碳转型。各国应尊重、运用科学，平稳有序、
尽己所能推进能源消费和生产方式转变。要控制总量，
坚持节能优先。调整结构，提升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
消费中的比重。注重创新，加强清洁能源科研合作、技
术转移和成果普及。更新观念，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
新风尚，打造人人可为、人人参与的绿色低碳社会。

二是结合历史责任和国情实际，持续推进全球气候
治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不

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要坚持多边主义，坚
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关
切与诉求，加大技术、资金、能力支持，帮助他们在发
展中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三是强化政策协调和结构改革，携手实现世界经济
均衡、绿色、可持续复苏。各国疫后复苏绝不能重回高
污染、高排放发展的老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宏观政策力度的关系，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推
动结构性改革，培育和壮大新动能，以更低的代价推动
全球经济均衡复苏、绿色复苏、可持续复苏。

李克强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让中国人民过上
幸福生活的过程中实现低碳绿色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
没有先例，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将
坚持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推进能源消费、供给、技
术、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切实推进能源转
型。在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同时，加快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一手做“减法”，严控高耗能、高排放
行业产能规模；一手做“加法”，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
业，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本次论坛以“能源 气候 环境”为主题，埃塞俄
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鲍勃·达达
埃、柬埔寨首相洪森、卢森堡首相贝泰尔、斯里兰卡总
理马欣达等外国政要以视频方式出席。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记者温馨、吉宁） 2021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2日在北京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发表了视频致辞。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峰会并宣布服贸会开幕。

当日晚上，韩正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北京市委
书记蔡奇在北京线下会场，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
负责人在线上会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共同出席峰
会。20时50分许，韩正宣布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开幕。

峰会开始前，韩正和胡春华、蔡奇一起视察服贸会
展馆，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韩正表示，服务业
开放合作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和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政府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
兴业，将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致力于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希

望大家抓住机遇，积极开拓市场，实现互利共赢，为中
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

胡春华主持峰会。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乌拉圭
总统拉卡列、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爱尔兰总理马
丁、越南总理范明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科尔
曼、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杜兰特、世界贸
易组织副总干事冈萨雷斯先后通过视频方式致辞。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组委会成员单位、中央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 （区、市） 交易团团长，中资企
业负责同志和机构代表，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
代表，境外商 （协） 会、外资企业在华负责人代表等约
500人在北京线下会场参加峰会。

本届服贸会主题是“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
展”，将聚焦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等议题，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方式举办近200场论坛洽谈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中宣部3日在京召开文娱领
域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加大文娱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从严
从实、标本兼治，营造天清气朗的文娱领域风气。

黄坤明指出，近年来文化文艺领域综合改革取得成
效，导向鲜明、积极向上的主流态势不断巩固。同时要
看到，一段时间以来文娱领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和问
题，败坏行业形象，损害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要直面问题、重拳整治，以坚决有力的实际行动让

人民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效果。
黄坤明强调，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突出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统筹推进依法治理、源头治
理、系统治理、生态治理。要精准有效强化重点部位和关
键环节监管，综合施治、协同发力，把树导向和明惩戒结
合起来，规范市场行为、优化行业秩序、清朗网络空间，持
续加强从业者教育引导，涵育良好文艺生态。要加大优
质文化产品创作供给，更好满足人民多样化文化需求。

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和有关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尊敬的普京总统，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感谢普京总统盛情邀请。很高兴时隔3年再次出席东
方经济论坛。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6 周年纪念日。8 月 25 日，我同普京总统通电话。我们
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成果，维护历史真相，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今年6月，我同普京总统成功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宣
布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延期，就加强中俄战略协
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达成新的共识，新时代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动力十足、前景广阔。

当前，世界格局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起伏不
定，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东北亚区域合作既面临严峻挑
战，也面临重要机遇。各方应该立足地区，放眼世界，
共克时艰，同谋发展。

——我们要在应对疫情挑战方面相互助力，加强疫
苗研发、生产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坚
决反对将疫苗和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致力于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我们要在推进互利合作方面持续发力，深化共建
“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支持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要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形成合力，通

过对话沟通弥合分歧，凝聚共识，树立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建设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愿同各方一道努
力，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向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稳步迈进。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共克时艰，同谋发展 携手谱写远东合作新篇章
——在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2021年9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李克强出席2021年太原能源低碳
发展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韩正出席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黄坤明在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从 严 从 实 标 本 兼 治
营造天清气朗的文娱领域风气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6 周年座谈会 3 日在北京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
的民族耻辱，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重新
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
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老战士、青年学生
代表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回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峥嵘岁月，阐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充分表达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和信心，充分表达了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座谈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在京参加过
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
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
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
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遗属代
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60人参加座谈会。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 争 胜 利 76 周 年 座 谈 会 在 京 举 行

黄坤明出席

中国政府向缅援助新一批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沈阳9月3日电（记者梅世雄、陈梦阳） 第
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3日上午在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109名为国战斗牺牲在异国
他乡的志愿军英烈在祖国的大地上安息。

安葬仪式在陵园下沉式纪念广场举行。环形的烈士
英名墙下摆满了黄白相间的菊花。参加仪式的人们肃穆
站立，缅怀英烈。

10时，军乐队奏响《思念曲》，仪式正式开始。在解
放军战士持枪护卫下，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步
入现场，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全体人员向志愿军烈士三鞠躬，27 名礼兵鸣枪 12
响，向英烈致以崇高的敬意。

随着 《思念曲》 再次低回奏响，礼兵们抬起志愿军

烈士棺椁，绕广场半周，缓缓走向安葬地宫。全场人员
凝视着烈士棺椁，默默送别英雄。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19.7万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
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自 2014年以
来，中韩双方已连续8年共同实施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
士遗骸交接，将825位烈士遗骸接回祖国。

参加仪式的人们排起长队，向烈士献花致敬，并瞻
仰烈士英名墙。

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财政部、退役军人事务
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
室和辽宁省委、省政府，沈阳市委、市政府，驻沈解放
军、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志愿军烈士家属、部队官兵等
约300人参加仪式。

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举行

缅怀先烈 牢记历史

9月2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洛舍镇砂村新四军纪念馆，退休教师俞守明正在为该镇中心学校的学生讲述
先烈当年抗战的故事。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9月3日电（记者叶晓楠） 第
三届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 3 日在京举
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出席峰会。

高云龙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以贯之
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民营企业家要始终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依法加强企业治理。
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推
进以德治理。要聚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携手参与社会治理。

峰会上展示了公检法司机关和工商联
服务保障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最新成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财政部、生态
环境部、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局、市场
监管总局、全国工商联、中国贸促会等 9
部门举行了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
机制管理委员会成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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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自然遗产地湖南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
区恢复开放。图为黄龙洞景点导游员在稻田里通过网
络直播家乡的美景。 邓道理摄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记者王
宾、姚兵） 记者 3 日从国家国际发
展合作署了解到，中国政府当日向
缅甸援助新一批新冠疫苗和抗疫物
资。此次援助疫苗为国药集团生产
的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援助物
资包括呼吸机、制氧机、医用防护
口罩、医用防护服等。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邓

波清在交付仪式视频会议上表示，
中方希望协助缅甸筑牢防疫屏障、
早日战胜疫情，并将继续同包括缅
甸和其他东盟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
通力合作，为各国抗击疫情和恢复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东盟秘书处 8 月 18 日举办的
“支持东盟对缅甸开展人道主义援助
认捐大会”上，中方表示要加大对

缅人道援助力度，并宣布决定在此
前援助基础上再提供一批疫苗和物
资，帮助缅方应对疫情。

缅甸卫生部部长岱楷温在交付
仪式视频会议上说，感谢中方对缅
甸人民的深情厚谊，相信在中国的
帮助下，缅甸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在视频致辞中
说，中方援助将为缅甸人民带来直
接、有意义的影响。

仪式结束后，援助疫苗及抗疫
物资从云南省相关边境口岸陆续出
境送至缅甸边境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