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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人民大会堂
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举行会谈。
习近平说，欢迎帕夫洛普洛斯
总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希腊是欧洲的
文明古国，你的到来对促进亚欧文
明交流互鉴和世界不同文明对话
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守正
创新的民族。中华文明绵延传承
至今从未中断，从不具有排他性，
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
展。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交流，古希
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

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相
继 进 入 中 国 ，与 中 华 文 明 融 合 共
生，实现本土化，从来没有产生过
文明冲突和宗教战争。中华民族
没有对外侵略的传统。600 多年前
郑和下西洋时率领的是当时世界
最庞大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茶
叶和瓷器，而不是战争，沿途没有
占领一寸土地。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具有家国情怀，国是第一位的，
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
强盛就没有家庭的美满和个人的
幸福。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统一和
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

严 的 信 念 高 度 一 致 ，决 心 坚 如 磐
石。中国今天所走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与五千年中华文明
分不开的，也是中国人民历经艰难
困苦奋斗摸索出来的，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与当今时
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历史的
必然，人民的选择。人间正道是沧
桑。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
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中国发展起来了，将为世界和
平和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当
今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个地
球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休戚与
共。我提倡共建“一带一路”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促进不
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各国之间的
互利合作，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希腊都是
文 明 古 国 ，两 国 友 好 交 往 源 远 流
长，彼此有天然的亲近感。希腊是
中国在欧洲的好朋友、好伙伴，中
方愿同希方一道，加强务实合作和
人文交流，
携手共建
“一带一路”。
帕夫洛普洛斯表示，中国举办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对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非常重要，希腊应邀参加，
感
到很荣幸。当前，国际上有些人鼓

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明天开幕

我市 48 个项目将登台亮相

○本报讯 记者 谢少娜 通讯
员 张辉德 田伟 第十五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下称文博会）将于 5 月 16 日至 20
日在深圳举行。记者昨日从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获悉，我市近
50 家参展单位将携 48 个项目亮相
本届文博会，展示河源城市形象
及文化建设成果。
本届文博会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

之年举办的重要展会，
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
定文化自信，
充分展示文化改革发
展新成就，
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
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自 2008 年首次组团参加文博
会以来，
我市已形成了借助文博会
这个
“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
平台来

宣传、
展示、
提升河源形象的常态工
作机制。本届文博会，
由我市近 50
家单位组成的河源展团将携 48 个
文化项目亮相，
通过开展城市形象
宣传、旅游景点推介、文化产品展
销、
文化艺术表演等相关活动，
充分
展现河源地域文化特色、
现代文化
创意和文化产业发展成果。
据了解，继去年河源展馆首
次进入 1 号馆展区后，今年河源展
馆仍然设在 1 号馆展区，并较去年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河源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扩大了展示区面积。同时，在展
馆的设计上，融入了“生态河源、
现代河源”特色元素。河源自古
以来得到恐龙家族和客家先民的
青睐，犹如一艘“生态诺亚方舟”，
因此此次河源展馆也设计成船的
形状。此外，
“ 凤凰鸟”般的“黄氏
河源龙”复原造型也将首度亮相
深圳文博会，与现场观众实现零
距离接触，以让观众进一步了解
河源独特的恐龙资源。

噪所谓“文明冲突论”，这是十分错
误的。事实上，真正的文明之间不
应也不会发生冲突对抗。不同文明
之间存在差异，
应相互尊重，
通过对
话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才
是世界持久和平和人类和谐共处之
道。在这方面，希腊和中国的理念
是相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
世界和人类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
造了多少物质，还在于提出了什么
理念。希腊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世界文明观、
共建
“一带一路”
倡
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高度
评价中国支持多边主义，
在国际上重
信守诺，
这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

智慧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
历史担当。我很高兴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来访。希腊人
民钦佩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
成功使数亿计人口脱贫，
这
非常了不起。中国的发展为中国人
民谋得幸福，
也造福了世界。希腊愿
抓住共建
“一带一路”
的历史机遇，
同
中国深化交流与合作，并为促进欧
中关系以及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关系
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东门外广场为帕夫洛普洛斯举行
欢迎仪式。

我市开展河湖“清四乱”
“五清”
专项行动

确保河道行洪通畅
保障河道绿色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高芳芳 通讯
员 黄景生 水环境，
事关百姓福祉，
亦与我市发展息息相关。为保护
水环境，
让河湖健康发展，
我市开
展河湖
“清四乱”
“五清”
专项行动，
坚持标本兼治保护好水生态安全，
让河源水更清、
岸更绿、
河更美。
我市地跨东江、韩江和北江
水系，
境内河流众多，
境内集雨面
积在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111 条，集雨面积在 100 平方公里
以上的河流共 49 条。
为确保“清四乱”
“五清”专项
行动的顺利进行，我市建立月报
制度，定期跟踪各县区整改销号
情况，
对进展较慢的县区，
由市河
长办每月通报，
并对排名靠后的县
区进行约谈；
成立督导组对各县区
开展河湖“清四乱”情况进行专项
督查，
加快推进我市河湖
“清四乱”
专项行动工作。截至 5 月 7 日，
我

市共有 347 个疑似“四乱”点，已
销号 255 个，
销号率 73.48%。
据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我市将“清四乱”和
“五清”工作统一部署、同步推进，
将“五清”中的清障、清违内容纳
入“清四乱”专项行动部署实施，
逐项细化明确清理整治目标任务、
具体措施、部门分工、责任要求和
进度安排，
按先易后难、逐个击破
的原则全力推进；
进一步强化责任
担当、狠抓落实，加快推进“清四
乱”
和
“五清”工作，确保按照水利
部和省要求的时限完成任务。
上述负责人提出，河长办各
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
调，务必使专项整治行动工作落
到实处，
确保河道行洪通畅，
保障
河道的绿色健康发展，
为实现“河
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目标
打下坚实的基础。

■志愿者派发禁毒宣传资
料。近日，在团市委、市禁毒办的
支持指导下，河源市禁毒志愿者服
务队在连平县市政广场开展
“健康
人生·绿色无毒”河源市青少年禁
毒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
禁毒
志愿者们通过派发宣传单张、
展示
仿真毒品模型以及现场解答等形
式，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禁毒知
识。
本报记者 冯晓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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