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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 6 月 10 日电 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 10 日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

常设机构负责人、观察员国领导人及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与

会各方共同回顾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

程，就本组织发展现状、任务、前景深

入交换意见，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协

调立场，达成了广泛共识。

习近平在开幕辞中首先感谢各方

一年来对中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主席

国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指出这

次峰会是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扩员以来

举办的首次峰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

意义。欢迎印度总理莫迪、巴基斯坦总

统侯赛因首次以成员国领导人身份出

席峰会。

习近平随后发表题为《弘扬“上海

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

话。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7 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

得了重大成就。我们以《上海合作组织

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

友好合作条约》为遵循，构建起不结

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

伴关系。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

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

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今天，

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

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国际影响

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不可忽视的重

要力量。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

持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

因在于它创造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

海精神”，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当今世

界，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

时代潮流，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合作

共赢是大势所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

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要进一步弘

扬“上海精神”，提倡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

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

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破解时代难题，

化解风险挑战。

习近平强调，“上海精神”是我们共

同的财富，上海合作组织是我们共同的

家园。我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

下，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

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

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

丽的世界。

第一，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

我们要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兼顾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断增强组

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

我们要强化防务安全、执法安全、信息

安全合作，促进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

未来 3 年，中方愿为各方培训 2000 名执

法人员，强化执法能力建设。

第三，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

擎。我们要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地区贸易便利

化进程。中方将在上海合作组织银行

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300 亿元人民币等

值专项贷款。

第四，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

带。我们要扎实推进教育、科技、文

化、旅游、卫生、减灾、媒体、环保、青少

年等领域交流合作。未来 3 年，中方将

为各成员国提供 3000 个人力资源开发

培训名额，愿利用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

各方提供气象服务。

第五，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

络。我们要强化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

等地区国家交流合作， （紧转02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月梅）
6 月 7 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

德福率市政协调研组深入安居区，

开展新形势下人民政协工作研究专

题调研。

调研组一行听取了安居区各民

主党派就“关于做好新形势下人民

政协工作的研究”情况汇报，各参会

代表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人民政协

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

刘德福指出，各级政协组织及

广大政协委员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提高对人民政协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做好新时

代政协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职能。在政协层面，要深刻认识职

能职责，持续提升委员素质和履职

能力，充分发挥委员作用，聚焦中心，

增强履职质效。在党委层面，要坚持

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重视、支持政

协工作开展，同时强化各级各部门的

政协意识。在社会层面，要有务实作

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改善民

生为己任，增强全社会对人民政协组

织及政协工作的认可。

本报讯 记者从 6 月 8 日召开的

遂宁第四届涪江文化艺术节工作推

进会上获悉，第四届涪江文化艺术

节将于 8-9 月举行，活动主题为“走

进新时代”，期间有开幕式、闭幕

式、魅力涪江、多彩涪江、乡愁涪

江、激情涪江、大美涪江、光影涪江

八项活动。开幕式将于 9 月 19 日举

行。

会议指出，涪江文化艺术节是

实施文化提升行动、扩大遂宁对外

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抓手，是展

示遂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活动的重要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按照

活动方案，切实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以隆重、热烈、务实、节俭、高效的

标准办好涪江文化艺术节；要突出

主题，尽情讴歌时代，内容要紧扣党

的十九大精神并结合遂宁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充分展示遂宁亮点、特

色、精彩，展示遂宁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的辉煌成就；要提升质量，努力打

造精品，在前三届的基础上，狠抓节

目品质提升，打造更多更好的文化

艺术精品，挖掘讴歌党、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真

正把涪江文化艺术节办成艺术的盛

会、人民的节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颖出席

会议并讲话。 （陈醒）

第四届涪江文化艺术节将于8-9月举行

市政协开展新形势下人民政协工作研究专题调研

聚焦中心 增强履职质效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用“早点星球”微信小程序绑定

公交卡后，乘坐公交或地铁将获得相

应积分，可兑换热销商品、代金券、现

金红包、礼品等，分值高者，甚至可领

取国际往返机票——今年 6 月 5 日，

世界环境日，我省推出全国首个“环

保积分”网络平台。

“这样的网络平台不仅是对环保

理念的宣传，也为市民主动参与环保

提供了动力和途径，让更多市民形成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共识。”活动

主办方介绍说。

这是我省借助互联网弘扬美德、

凝聚共识的一个生动实践。

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力量与共识，需在党的领导下

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四川坚定

以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为引领，

在扎实推进网信事业中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画出共筑中国梦

的更大同心圆。

创新宣传
让好声音和正能量入脑入心

“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需加强

网上正面宣传，让好声音和正能量传

得更远。但宣传不能只靠一种腔调、

一种风格打天下，应紧跟群众需求，

创新形式、方法、手段等。”省网信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力引导网上舆论，壮大主流思

想舆论，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网络

强国战略思想中，四川牢牢把握正确

政治方向，发挥网络新媒体矩阵的重

要作用。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后，四川组织

省内网站和客户端开设大量专题专

栏， （紧转02版）

昭觉的苦荞麦、汶川的甜樱桃、

青川的黑木耳……互联网不仅让城

里人足不出户获取美味食材，也帮助

一个个偏远贫困地区跨越数字鸿沟，

走向共同富裕。

在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引

领下，我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充分

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推动互联

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推进信

息化服务普及，让全省人民共享网信

事业发展成果。

信息基础设施加速升级
智能制造、电子商务、信

息安全等产业创新发展

近日，作为中国联通首批 5G 试点

城市之一，成都开通了西南首个联通

5G 基站，基于 5G 传输的 AR（增强现

实）与 VR（虚拟现实）业务让体验者

大呼过瘾。

此前，中国电信率先在成都、雄

安、深圳、上海、苏州、兰州启动 5G 试

点。根据计划，四川将在 2020 年实现

5G 商用。这意味着，成都将与雄安

新区等一道，走在通信信息技术发展

最前沿。

2017 年，我省信息基础设施加速

升级，加快推进“光网四川”“无线四

川”建设，建成中西部规模最大的 4G
网络，率先实施 5G 实验和商务服务，

扩大高速无线局域网覆盖范围。应

用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建成中国移动

西部云计算中心（成都）、中国联通互

联网数据中心成都基地，成都获批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全省光纤入

户、3G/4G 基站数、光纤长度等光纤基

础设施规模全国领先。

（下转02版）

6 月 10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6 月 10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凝聚更多正能量 画出更大同心圆
——全省扎实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综述（上）

创新发展新引擎 共享发展新成果
——全省扎实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综述（下）

新华社青岛 6 月 10 日电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小范围会谈 10 日在青岛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印度总理

莫迪、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热恩别科夫、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俄罗斯总统

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

尔济约耶夫出席会议。各成员国领导人就上海合作

组织发展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上午 9 时许，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陆续抵

达会场。习近平热情迎接，并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

随后集体合影。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7 年

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秉持“上海精神”，取得重大

成就，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区域组

织。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

要发扬优良传统，积极应对内外挑战，全面推进各领

域合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行稳致远。

习近平就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提出 4 点建议。

第一，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团结协作。我们要

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紧转02版）

习近平主持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小范围会谈
各成员国领导人就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