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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21日电 11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中国空间

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

空间探索活动，“嫦娥”揽月、“天问”探

火、“羲和”逐日、空间站巡天，不断深化

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致力增进人类共同

福祉。太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愿同各

国一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

秘，和平利用外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

福世界各国人民。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

伙伴关系研讨会当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开

幕，主题为“构建新型空间探索伙伴关

系”，由国家航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与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
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11月2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

16届学术大会暨第30届院士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基础科

学发展，愿同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

的世界各国一道，进一步增进国际科技

界开放、信任与合作，以科学繁荣发展造

福各国人民，为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实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 16 届学术大

会暨第 30 届院士大会当日在浙江省杭

州市开幕，主题为“基础科学推动发展中

国家循证决策与可持续发展”，由发展中

国家科学院主办，浙江大学承办，中国科

协和中国科学院协办。

习近平向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 16 届
学术大会暨第 30 届院士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1月 21日电 11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牙买加总督艾伦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周年。

习近平指出，牙买加是英语加勒比

地区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建交

50 年来，中牙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双方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

硕，人民友谊日益加深。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中牙守望相助、携手抗疫，为两国

友好合作注入新动力。我高度重视中牙

关系发展，愿同艾伦总督一道努力，以建

交 50 周年为新起点，深化各领域合作，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引领中牙

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携手构建新

时代中牙命运共同体。

艾伦表示，建交以来，牙中友好关系

持续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就，令

人欢欣鼓舞。牙方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合

作，进一步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牙买加

总理霍尔尼斯互致贺电。李克强表

示，牙买加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重

要合作伙伴。中方愿同牙方共同努

力，推动中牙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走

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霍尔尼斯表示，牙方高度赞赏中

方为牙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的

宝贵支持，愿继续致力于加强双方合

作，确保牙中战略伙伴关系造福两国

人民。

习近平同牙买加总督艾伦就中牙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互致贺电

本报讯 日前，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要求

各级工会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与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

策略，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全面科

学落实“二十条措施”和“四早”要求，绝不能松

懈松动，绝不能麻痹大意，按照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推动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决打赢常态化疫情防

控攻坚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

会主席王东明要求，全总和各级工会要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

部署，积极主动配合党委、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切实帮助广大

职工特别是生活遇到困难的职工解决实际问题，

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维护企业和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贡献工会力量。全总党组书记、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对切实做好工会疫情防

控工作提出具体要求。11 月 16 日、11 月 21 日，

全国总工会党组先后召开扩大会议，围绕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

作出安排。

通知指出，各级工会要强化责任担当，按

照各级党委、政府和疫情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

调度，更早更快更坚决落实防疫措施。要加强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加大优化防控工作二十条措施的宣

传力度，引导广大职工树立“每个人都是自己

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做好自身和家人防

疫工作。要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立足本职岗位，

积极参与医疗救治、物资保障、设施建设、社区

防控等工作，构筑起群防群治的疫情防控钢铁

长城。

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主动协助政府和企

业做好稳就业工作 , 妥善处理好疫情防控期间

劳动关系问题，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动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促进职工

队伍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对受疫情影响的行

业 、企 业 ，动 员 职 工 与 企 业 共 克 时 艰 、共 渡 难

关。要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了解常态化疫情

防控条件下职工所思所盼，加大对困难职工、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帮扶力度，推动解决职

工群众实际困难。充分发挥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会帮扶（服务）中心等服务

阵地作用，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职工提供及时高效服务。

通知强调，要落实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大工会经费投入助力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措施》，建立健全工会经费普惠职工的长效机制，助力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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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福建省福州市福山郊野公园祈
福台一角。

近年来，福州市打造以福道为代表
的城市慢行步道系统，拓展城市绿色空
间，让人们推窗见绿、出门见园，提升居
民的幸福感。截至目前，福州市累计建
成步道约 700公里，基本建成以山道为
亮点、水道为网络、巷道为底色、路侧慢
道为补充的城市慢行系统。

福建省体育局大力推动健身步道建
设，将万里健身步道（“万里福道”）建设列
为《福建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
2025年）》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工程
重点项目，力争在2025年全省健身步道
超过1万公里，其中2022年将新建健身
步道1420公里。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慢 行 步 道 系 统
提升居民幸福感

本报记者 李逸萌 周子元

“‘古道斯存’的意思就是‘古道’存

于此地。这里原来是咱们模式口的老爷

庙，是经过抢救保存下来的区级文物保

护单位。”在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模式

口大街 78号门前，身穿红色马甲的模式

口村社区工作人员任媛笑意盈盈地指着

古香古色的门匾向记者介绍，“在这里，

不仅有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还

有文创咖啡厅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沉浸式

的体验空间。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口

大街的现状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这句

话的生动注解。”

模式口大街古称驼铃古道，旧时商

贾云集，在明清时成为京西煤炭等矿产、

口外皮货的交通要道。曾经，游商往来

穿梭，驼铃声、叫卖声绵延不绝，老舍笔

下的骆驼祥子就从这条街上走出。随着

时代发展，商道逐渐没落，而由于缺乏有

效治理，古街风貌一度遭到破坏。

任媛向记者亮出了一张老照片，展

现了模式口大街 7年前的模样。“模式口

大街从东头到西头总共 1500 米，开车穿

行却可能需要两个小时，自行车车把都

在‘打架’。这儿支一个摊，对面还有一

个摊，中间还有游商拿着东西在卖，根本

过不去。”任媛说，那时候，大街上一度被

围得水泄不通，遇到紧急情况，消防、救

护等车辆无法顺利进入，垃圾运输、供水

等问题也让街道的面容“日渐黯淡”。

2016 年，石景山区全面启动模式口

大街修缮改造工程，先后完成了架空线

入地整治、沿街房屋外立面修缮，开展了

住户有线网络、水网改造，恢复古街风

貌，推动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

如今，记者走在模式口大街上，脚下

的柏油路面干净整洁，大街两侧槐树苍

劲、青砖古朴，创意商铺与传统民居和谐

共存，骆驼、石磨等具有京西特色景观遍

布，行人车辆来来往往，既有居民在此生

活休憩，亦有游客慕名前来参观。2021
年，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入选“十大北京

最美街巷”，2022 年获评“北京城市更新

最佳实践项目”。

按照“文物保护是核心，环境整治

是前提，有机更新是遵循，民生改善是

重点，业态提升是关键”的顶层设计，模

式口村社区所属的金顶街街道通过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发动群众共建共

治共享，推动城市有机更新，提升社会

治理效能。

（下转第 3版）

北京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千 年 驼 铃 古 道 焕 发 新 生 机

本报讯 （记者杨明清 张嫱 通讯员

宋洁）日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总工会

“骑手之家”职工暖心驿站揭牌。这是工

会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打造的多功

能服务驿站，全年每天 24小时向商圈周

边的货车司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免费开放。

这是烟台市总工会深入推进“十大暖

新行动”落地落实的真实写照。今年，烟

台市新建 327个基层工会组织、新发展工

会会员 5.2万人，其中新发展货车司机、网

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群体会员1.5万人。烟台市总

根据《关于开展“十大暖新行动”精准关爱

服务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实施方案》，制

定了工会系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暖

新行动实施方案，聚焦“八个强化”，精准

发力推进暖新行动再升级。

强化思想引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

活动 300 多场。在新业态行业、企业职

工之家除配备学习书籍以外，还推出了

学习宣讲、政策咨询、读书自习等各类优

化功能。强化建会入会，在山东省首创

“惠工快车”入户模式，各级工会干部常

态化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点，现

场办理入会手续，实现网上入会无缝隙

覆盖、全流程操作。

强化健康保障，以工会会员优惠服务

卡为载体，推出职工补充住院医疗保险普

惠服务，入会后新业态劳动者满足条件即

可免费赠送补充住院医疗保险，实现住院

医疗费用的二次报销。同时，每年为他们

提供疗休养、健康体检等健康关爱活动，

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510人次。

（下转第 3版）

山东烟台工会精准发力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暖 新 行 动 暖 人 心
本报讯 （记者张翀）近日，湖北省政

府与省总工会 2022年度联席会议在武汉

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研究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推

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这一重

要议题，要求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权益保障工作，进一步强化就业指导、权益

保障、行业服务，用心用情、关心关爱，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坚强保障。

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表示，

近年来，全省工会系统站位全局、服务大

局，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为全省高

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全省政府系统

要把支持保障工会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

责任，加强与工会组织的沟通衔接，为工

会依法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坚持好

传承好发展好联席会议制度。

王忠林强调，全省各级工会干部要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

工作的重要论述，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积

极投身高质量发展实践。全省工会系

统要聚焦强化政治引领，确保工会工作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聚焦推动高质

量发展，助力打造高素质劳动者大军；

聚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切实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聚焦提升工会组织吸引力凝

聚力，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

工会主席刘雪荣强调，全省各级工会

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

作要求，落实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

度，着力加强思想教育引领，深入推进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强化劳动者

权益保障，更好履行职责使命，为加快

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谱

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荆楚

篇章贡献工会力量。

湖北省政府与省总工会举行联席会议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坚强保障

新华社酒泉11月21日电 （李国利

邓孟）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获悉，11月 21日，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与

长征二号 F遥十五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

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

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神舟十五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