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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日下午在北京同俄罗

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中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

习近平通过视频和正在索契

的普京互致问候。

习近平对管道投产通气表示热

烈祝贺，向两国广大建设者致以衷心

感谢。习近平指出，东线天然气管道

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

双方深度融通、合作共赢的典范。

2014年，我同普京总统见证了双方签

署项目合作文件。5年多来，两国参

建单位密切协作，广大工程建设者爬

冰卧雪、战天斗地，高水平、高质量完

成建设任务，向世界展现了大国工匠

的精湛技艺，展示了中俄合作的丰硕

成果。投产通气既是重要阶段性成

果，更是新的合作起点。双方要打造

平安管道、绿色管道、发展管道、友谊

管道，全力保证管道建设和投运安全

可靠，促进管道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建交

70周年，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发

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一致决定继续将发展中俄关

系作为各自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

移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合

作。当前，中俄两国都处于国家发

展的关键时期，中俄关系迈入新时

代。希望双方再接再厉，打造更多

像东线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拳头项

目，为两国各自发展加油助力，更

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普京表示，在俄中两国隆重庆

祝建交70周年之际，俄中东线天然

气管道投产通气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将使两国战略协作达到新的高

度。2014年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

见证该项目合作文件签署以来，双

方团队在极端天气下辛勤工作，如

期完成了建设，未来30年里俄方将

向中方供应1万亿立方米天然气，

这将有助于落实我和习近平主席

达成的在2024年将俄中双边贸易

额提升至2000亿美元的共识。俄

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确保这一标

志性战略合作项目顺利实施。

中俄代表分别在黑河、阿塔曼

斯卡亚和恰扬金3个管道沿线站发

言，向两国元首汇报：俄方已准备好

向中方供气、中方已准备好接气。

普京下达指令“供气！”

习近平下达指令“接气！”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

上述活动。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俄

罗斯东西伯利亚，由布拉戈维申斯

克进入我国黑龙江省黑河。俄罗

斯境内管道全长约3000公里，我国

境内段新建管道3371公里，利用已

建管道1740公里。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

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本报讯 12月2日下午，石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

机关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

学习研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上官跃进，

党组成员、副主任吴清木、许赞成、林进全参加研讨，

副主任施心新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围绕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主题进行交流

研讨。上官跃进强调，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深

入学习领会四中全会精神，立足人大工作实际抓好贯

彻落实。一要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正

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

不断推动学习走深走实，铸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

二要依法履职，进一步发挥人大作用，毫不动摇坚持

党的领导，始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定不移推进法

治建设，积极有效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从严从实加强

自身建设；三要立足当前，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把全

会精神转化为抓工作、促落实的强大动力，高质量完

成今年既定任务，高起点谋划明年工作，确保人大监

督更接地气、更得民心、更富实效。 （记者 林富榕）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
开展专题学习研讨

本报讯 昨日从市教育部门传
来好消息，在日前举行的2019年澳

大利亚国际啦啦操锦标赛上，首次

代表中国队参赛的石狮市锦峰实

验学校啦啦操队，奋勇拼搏，取得

骄人成绩，荣获青少年小集体组亚

军。

2019年澳大利亚国际啦啦操

锦标赛于11月29日在澳大利亚墨

尔本正式开赛。此次锦标赛有来

自大洋洲、亚洲、欧洲等多国的上千

支参赛队伍、近20000名运动员、共

计31000余名参赛人员参与。本次

比赛，全国啦啦操委员会共派遣北

京市第一零一中学、福建省石狮市

锦峰实验学校、上海七宝德怀特高

级中学、沈阳千艺舞团啦啦操培训

考级中心以及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

实验小学等五支代表队组成中国代

表团前往，参加各组别比赛。

啦啦操是石狮市锦峰实验学

校的体育特色项目。近四年来，已

荣获7个全国冠军，连续四年荣获

福建省中学生啦啦操锦标赛一等

奖。此次大赛系石狮市锦峰实验

学校啦啦操队首次代表中国队参

加国际赛事，比赛中，队员们不畏

各国啦啦操强手，奋勇拼搏，尽力

发挥，最终取得第二名的优异成

绩，为中国队、为家乡石狮争得了

荣誉。图为锦峰实验学校啦啦操
代表队领奖时的情景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王平喜）

本报讯 根据《2019年干部培训计划》的安排，12

月2日上午，石狮市扫黑除恶暨法治建设专题培训班

在市委党校正式开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鸰翔

作开班讲话，市委政法委、市委党校有关负责人及培

训班全体学员参加活动。

张鸰翔在讲话中要求，学员们要静下心来，集中

精力，认真学习，使自己在思想观念、法治意识、服务

意识、办事效率和推动改革发展能力上有新的提升。

要珍惜学习机会，做到学习安心、听课专心、思考用

心；要务实学习，充分融入集中授课、小组讨论和个人

调研的学习氛围中，提升综合素质和法治能力；要严

格遵守纪律，服从教学安排，展现出石狮政法干部的

良好精神风貌和组织纪律意识。 （记者 杨德华）

扫黑除恶暨法治建设
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12月2日下午，省打

私办常务副主任、省公安厅副厅

长章丽婕，率省打私办检查组一

行莅临石狮检查指导反走私综合

治理工作。泉州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庄文斌、石狮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邱永丰陪同检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

祥芝中心渔港、泉州海洋学院和

市行政服务中心等地，参观并视

察了打私电子哨兵、四方联勤办

公室、船管站、警示教育基地及出

入境等工作，并认真听取了我市

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情况汇报。

据悉，今年来，我市党政齐

抓，条块共管，保障经费，持续强

化了反走私综合治理组织领导；

开展联合行动，促进海陆联防，强

化技防合围，有效形成了反走私

综合治理工作合力；建立网格化

管理制度、分类管理制度和部门

联动制度，健全完善了反走私综

合治理长效机制；积极组织宣传，

开展教育见面会，积极引导转产

转业，大力营造了反走私综合治

理强大声势，迅速构建起了“海上

拦、岸上堵、陆上查、市场管”的全

方位反走私治理体系，有效打击

遏制了走私行为。

检查组一行充分肯定了我市

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章丽婕强

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健全

完善责任体系，确保工作成效更

加明显。（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唐凯煜）

省打私办莅石检查指导
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

锦峰实验学校啦啦操队
荣获国际啦啦操锦标赛亚军

石狮市委、市政府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政治自觉，正视中央环

保督察指出的突出问题，对累积

20多年形成、总量44万立方米的

巨型垃圾山，采取最坚决、最负责

的处置措施，全力守护碧海蓝天，

上演了一个现代版愚公移山的故

事。

正面迎战
制定“最彻底”方案

美丽的石狮海滨，将军山，山

上有“山”——由巨量旧生活垃圾

堆积形成的“垃圾山”。上世纪80

年代，这里就是石狮市的生活垃

圾填埋场。累积20多年，垃圾山

越堆越高。虽然在本世纪初石狮

建成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后，逐

年处理了一些旧垃圾。但由于旧

垃圾分选不易、热值偏低，难以焚

烧，处理进度很慢。2017年8月，

中央环保督察将之作为一个突出

问题向福建省进行了反馈。

这是“一座山”，也是“两座

山”，一座叫“重大历史遗留问

题”，一座叫“重大环境安全隐

患”。面对“两座大山”的重压，石

狮市委、市政府决定正视问题、正

面迎战。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多次进京、赴省，与中央环保部、

福建省直相关部门、环保领域专

家探讨的，不是“新官不理旧事”

的推脱，也不是避重就轻的变通，

而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案。经过

多轮次协商研究及多番论证，解

决方案最终确定。

全力以赴
推动“最快速”治理

石狮市最终确定的方案是：

挖掘筛分、分类处置。简单来

说，就是将所有的旧垃圾全部挖

起来，进行重新分类分拣，可燃

物进垃圾处理厂焚烧利用，沙土

经处理后用于绿化，石头等用于

回填废弃石窟。这是“最彻底”

的无害化处理方案，也是最“笨”

的解决方案，其实施堪称是“愚

公移山”。

中央环保部要求石狮市在

2020年完成垃圾山治理。石狮

市按这一时间要求制定方案，更

在实际治理中争分夺秒。中标

单位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进场

施工。项目启动初期，石狮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经常到一线

督阵，石狮市城市管理局主要负

责人几乎是蹲在将军山，配合高

能公司项目负责人，协调解决项

目推进的问题。15天，完成一号

线厂房建设；20天，完成第一条

筛分生产线的安装、调试，投入

生产；30天，完成第二条生产线

投建，筛分处置能力提升到每日

2000吨，迅速达到设计处理能

力！

（下转二版）

垃圾筛分生产线正在紧张生产中

2018年10月，治理前的垃圾山

2019年12月2日，垃圾山变小了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

等“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问题的通知》，要求

把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等“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问题纳入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内容，

深化学习教育，抓好自查评估，认真整改规范，

加强督促指导，从严从实抓好整治工作。（新华）

今日要闻

本报（特派记者 邱育钦）澳门电 在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来临之际，第五届澳门石狮同乡总会暨第三届澳

门石狮商会理监事就职庆典12月2日在澳门隆重举行。

中联办协调部部长傅铁生，中联办研究所主任高

其兴，中联办协调部部长级助理张深居，福建省委统战

部联络处处长赖华栋，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石狮同乡总

会永远会长王正伟，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立法会议员施

家伦，全国政协委员陈明金、张明星、何富强、陈虹，澳

门立法会议员宋碧琪，澳门菱峰慈善会会长黄十梅，石

狮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施养谊，世界石狮同乡

联谊会会长林嘉南，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石狮同乡总

会永远名誉会长李振宇，福建省政协常委李集招、黄共

流、刘国栋，澳门福建省政协委员联谊会理事长吕联

选，澳门福建妇女联谊总会会长谢路生，菲律宾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创会会长蔡友铁，菲律宾菲华各界联合

会名誉主席卢祖荫，菲律宾石狮同乡总会理事长蔡明

凯，石狮市旅港同乡总会会长蔡佳定，泰国石狮同乡总

会庆贺团团长杨清筑，台湾石狮同乡总会庆贺团团长

董胜利，以及北京市、上海市、福州市、泉州市、晋江市、

石狮市有关部门代表等海内外嘉宾2800余人出席并见

证了换届庆典，旅澳乡贤王永权连任会长。

受澳门石狮同乡总会会长王永权委托，理事长洪

香坛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赖华栋、施养谊、

林嘉南、李振宇等也分别在庆典上致辞。

澳门石狮同乡总会
昨举行换届庆典

石狮上演现代版愚公移山守护碧海蓝天
累积20多年形成、总量44万立方米的巨型垃圾山，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彻底治理完成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