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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抵达巴厘岛出席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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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杨娜 发自北京 11 月 12
日，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
儿童工作智库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交流座谈会
在京召开。国务院妇儿工
委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全
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向
智库专家宣讲党的二十大
精神，并结合新时代儿童事
业和家庭建设发展与大家
深入交流。她指出，新时代
儿童事业和家庭建设发展
成就是非凡十年伟大变革
的生动缩影，使我们更加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要自觉用党的二
十大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
切实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使命，共同做儿童成
长的引路人、儿童权益的守
护人、儿童未来的筑梦人。

专家们畅所欲言，谈感
受、展愿景、献良策。“促进
儿童发展需有效发挥妇联
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家
校社协同育人，应更好发挥
家长学校作用”“坚持儿童
优先，要加大主动维权力
度”……黄晓薇认真聆听，
感谢大家的真知灼见。她
说，促进儿童工作和家庭建
设高质量发展，专家学者是
不可或缺的力量，希望大家
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新部署新要求，秉持初心爱
心恒心，深入研究、积极回
应妇女儿童和家庭所急所
盼，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贡献智慧和
力量。

会上，黄晓薇为专家代
表颁发了智库聘书。120余
位智库专家分别在线上线下
参加会议。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 14日电（记者 刘华
余谦梁） 11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
京，应邀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七次峰会。

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何
立峰等。

当地时间14日下午，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巴厘岛努
拉莱伊国际机场。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海洋与投资统筹

部部长卢胡特，巴厘省省长科斯特等高级官员在机场热情
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身着民族服装的当地青
年演奏起印尼传统乐器伽美兰，盛装印尼女青年跳起巴厘
岛传统舞蹈“朋德舞”，当地学生挥舞中国和印尼两国国
旗，用中文欢呼“欢迎，欢迎！”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印尼大使陆慷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夫妇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沿途道路两旁，许多

当地民众自发聚拢起来，挥舞两国国旗，对中国国家主席
到访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4日电
（记者 白林 倪四义 刘华）当地时间11月
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
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
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
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看法。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
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双方需要本着对历史、
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探讨新时期两国
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
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造
福两国，惠及世界。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主要情况和重要成果，指出，中国党
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
磊落，保持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
续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
点，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推动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继续坚定奉行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
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倡导对话协
商、和平解决争端，深化和拓展全球伙伴关
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共
赢发展，做全球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同各
国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历史
转折点，各国既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也
应该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应该从这个
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不应该
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
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宽广的地
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双
方应该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
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
调。我高度重视总统先生有关“四不一无意”
的表态。中国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
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
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
赢，共同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向前行，不
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遵守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

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
系最重要的防护和安全网。

习近平系统阐述了台湾问题由来以及中
方原则立场。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
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
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解决
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
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共同心愿。任何人想把台湾从中国分

裂出去，都违背中国的民族大义，中国人民都
绝不会答应！我们希望看到并始终致力于保
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但“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希望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
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总统先生多次讲
过不支持“台独”，无意将台湾作为谋求对华竞
争优势或遏制中国的工具。希望美方将总统
先生的承诺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

共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美
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都符合
各自的国情。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中国
国情和历史文化，体现人民意愿，我们同样感
到自豪。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
至美，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对双方存在的
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
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
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下转2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 夏现伟 张歆悦

“乡亲们，我来自台州仙居，是你们的
邻居，今天到黄泥墩村，感觉就像回到了自
己老家一样！”

“那你可要夏天的时候来，玩水、烧烤、
露营，来我们这里的游客可是越来越多了。”

日前，在浙江省丽水莲都区黄村乡黄
泥墩村议事茶馆前，来自浙江开放大学的
师生和浙江各地开放大学的思政理论课骨
干教师与村民围坐在一起，以唠家常的形
式，为村民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乡亲们，村里的碧水湾景点生意这么
好，你们都参与了吧？”台州开放大学胡燕

副教授很自然地“唠”着。轻松的氛围、贴
心的话语，引得乡亲们争相回答。

“那当然了，我们把自家种的白茶、做
的土面拿到家门口卖，可受游客欢迎了。”
村民刘大伯胸口挂着一张工作牌，橙色的
系带特别显眼。

“我还是景区戏水项目售票处的工作
人员，正式的哦！我这参与感是不是足足
的！”刘大伯今年虽然已五十出头，但言语
间却很“显年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深入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

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乡亲们自家
生产的受游客欢迎的土特产，还有您这景
区工作牌，可不就是咱们大家伙儿共同富
裕的见证嘛！”

胡燕一席话，听得村民们不由自主点
头，个个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当然了，共同富裕是个长期的任务，
需要分阶段来实现，就像咱们村里的碧水
湾景点，从给大伙儿提供就业机会，到吸
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创业，我们村里
的人气是不是就会越来越旺？大家的口
袋是不是就越来越鼓？共同富裕是不是
就一步步实现了？”浙江开放大学吴乐珍

副教授接过胡燕的话筒继续说。
“吴老师，您说的我听懂了，共同富裕，

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全村一起努力，共同合
作，大伙儿撸起袖子加油干！”几名和刘大
伯一样挂着“碧水湾景区工作人员”胸牌的
村民异口同声地说。

“没错！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现在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持续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这说明党和国家始终关注着农
村。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规划了灿烂光
明的未来，我们要对未来的道路充满信心，
大家一起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一起幸福起
来！”吴乐珍讲得动情，村民们的掌声更是
热情。

（下转2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峰
□ 母文健

“党的二十大报告更加坚定了我扎根
基层、为民服务的信心和决心。”近日，党的
二十大代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
街道金元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袁
琴在金元社区法治文化广场与社区干部群
众、基层妇联工作者、社工围坐在一起，谈
感受、拉家常、话幸福，畅谈她参加党的二
十大的所见、所闻、所感。

金元国际新城小区住户有1万余人。
在这里，社区党总支和居民守望相助、互敬
互爱，齐心协力将金元社区建成“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全省“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这些年大家用‘微心愿’平台习惯
不？”“习惯！”居民高声回答。在社区姐妹
们中间，袁琴拉家常般细数“15分钟便民服
务圈”的内容。她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我们的社区服务工作还可以在精
细化上再下功夫，尽量让每一位居民都能
尽享周到服务。”

宣讲内容与自己的工作、生活息息相
关，大家也就听得格外入神。为了记录这
难得的时刻，不少居民还掏出手机录音录
像，周边商户代表也赶来聆听宣讲。

近几年来，金元社区成立了“共治委员
会”，积极组织辖区各单位为居民提供党
务、政务、物业服务，实现居民足不出户“能

办事、办成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基

层民主，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
自治机制，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
工作体系’，为我们的社区工作提供了基本
的遵循和科学的指引。”袁琴动容地说，“希
望大家对社区服务多提宝贵意见，有需要
改进的地方，我们一定尽力完善，办人民满
意的社区。”

聆听宣讲的年轻妈妈范路举手发问，
“我家孩子才两岁，大人既要工作，也要照
顾家庭，有点儿力不从心，这方面我们能在
社区得到什么支持吗？”

“我很理解你，我也是过来人，养儿育
女不容易。党的二十大报告多次提到家

庭、妇女发展和妇女工作，这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们广大妇女儿
童和家庭的亲切关怀。”袁琴接过话，对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妇女儿童家庭工作的
新部署新要求进行阐释。

“目前我们社区开设了心理咨询室、图
书室、才艺室、四点半课堂等，欢迎家长带
着孩子前来，利用好这些场所，我们还有8
支志愿服务队，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
袁琴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求，“妇
女姐妹可以在家庭教育和家风培育中发挥
独特作用，把家庭建设好、把家风弘扬好、
把家教传承好，把子女教育好。”

（下转2版）

贵州贵阳观山湖区金元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袁琴：

把党的关心关爱送到居民心坎上

浙江高校师生走村入户传播党的好声音

“土味”宣讲进乡村 家常话“唠”大道理

专题片《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印尼语版、泰语版）开播

要闻导读

二十大精神宣讲记

二十大代表在基层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对农业科技创新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农业科技人才
的培养使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围绕党的二十大的重要部
署，山东省农科院积极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的要求，在2021年8月出台《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
发挥更大作用的十条意见》（以下简称“十条意见”）的基础
上，进一步积极谋划发挥女科技工作者的作用。

说起这“十条意见”，山东省农科院茶学女博士田丽丽
感触颇深：“每一条意见含金量都很高，每一条都是干货，特
别是设立女性科技人才专项、青年女性科技人才生育后科
研回归基金、巾帼科技奖等，都是开创性的改革政策。我就
是这‘十条意见’改革的受益者，这两年来承担了农科院创
新工程项目，还被推荐为省三八红旗手、省百名优秀女农
人、院‘十佳农科人’、省直机关党代会代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在山东省妇联的大力
指导和支持下，山东省农科院突出思想政治引领，以党建带
妇建，认真落实全国妇联、科技部等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
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落
实全国妇联开展的“科技创新巾帼行动”，在全国率先出台
了《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发挥更大作用的十条意见》。“十
条意见”实施一年多来，有10名女性科研人员获得了支持
女性科技人才生育回归基金，11名女性科技工作者获得了
齐鲁农业科技奖巾帼科技奖。在山东省农科院“3237”人
才培养工程中，有14名女性科技人才因符合年龄放宽政策
获得支持。同时在全院实施了孕哺期女性承担科研项目可
延期结题或延期考评、哺乳期一年内女性科技人才实行弹
性工作制等，女性科技人才干事创业的环境更加优化。

山东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李长胜介绍，作为山东省唯一的
省级综合性、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服务“三农”、为现代农业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一直是农科院的责任与使命。他们始终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重要指示精神，推
倒四面墙、迎来八面风，不断加强科技自主创新，育成的主要
农作物品种稳居全省主导地位，46项技术被列为国家或省
主推技术，为山东成为全国首个农业总产值过万亿的省份提
供了有力科技支撑。他们深入实施“三个突破”战略，打造整
县域乡村振兴科技引领型齐鲁样板示范县。（下转2版）

女性科技人才干事创业环境更加优化

山东省农科院“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发挥
更大作用的十条意见”出台一年来效果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