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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气候变化问题复信英国小学生
新华社北京 4 月 21 日电 近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就气候变化问题复信英国
弗朗西斯·霍兰德学校小学生。

习近平指出，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
是个共同体，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人类要合作应对。

习近平强调，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尊
重自然、热爱自然。我对应对气候变化高
度重视，一直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这个理念在当今中国深入人心。 我

们要求全社会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
和生态环境，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
丽中国。 中国正在开展前所未有的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还
将继续取得更大成果。

习近平表示， 中国各级各类学校都
十分重视生态文明教育， 中国小学生们
都从点滴小事做起， 养成节能环保的良
好习惯，学习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欢迎你
们有机会来到中国， 参观世界上最大的

风电站和太阳能电站、 面积最广阔的人
工林和风光秀丽的国家公园。 欢迎你们
同中国的小学生们进行交流， 让绿色发
展理念在心中扎下根， 长大后成为人类
美好家园的积极建设者。

弗朗西斯·霍兰德学校是位于伦敦
的一所国际化女校，积极开展对外交流，
鼓励学生关注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议
题。日前，该校四年级学生集体致信习近
平主席，表达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

新华社北京 4 月 21 日电 博鳌亚洲论
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 21 日上午在海南博
鳌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
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 》的主
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 ，当下 ，世界之变 、时代之
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
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人类历史
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任
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面
对重重挑战，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犹疑退

缩，而是要坚定信心、激流勇进。
习近平强调， 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

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
和衷共济。 过去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发展作出了艰苦努力。困难和挑战进一步
告诉我们，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
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

———我们要共同守护人类生命健

康。 人类彻底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还需付出
艰苦努力。 各国要相互支持，加强防疫措
施协调，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形成应
对疫情的强大国际合力。 要坚持疫苗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确保疫苗在发展中
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 中国已经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1 亿
剂疫苗， 将继续向非洲、 东盟分别援助 6
亿剂、1.5 亿剂疫苗，为弥合“免疫鸿沟”作
出积极努力。

（下转 3 版）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强调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坚定信心，

同心合力，和衷共济，合作开创未来

4月 21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开幕式在海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
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4 月 21 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在海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
创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王清宪在全省落实“一改两为”创优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

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吴量亮 汪国梁）为深

入贯彻省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
事为企优环境的决策部署，4 月 21 日上
午，省政府召开全省落实“一改两为”创
优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议。 省长王清宪
在讲话中强调， 面对当前经济运行困难
增多的严峻形势， 各级各部门要把创优
营商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十做
到”“十严禁”要求落到实处，切实做到让
市场主体有感。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红文

主持会议，副省长何树山、王翠凤、李建
中、张曙光、周喜安参加会议。

王清宪指出，要充分认清营商环境
的内涵和外延 ， 提升优化营商环境本
质水平 。 营商环境是为市场主体提供
的环境 ，要增强政府是服务者的思维 ，
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主要目标 ，
以推进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为基本
原则 ， 以提高市场主体满意度为主要
导向 ， 更加自觉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

高效的政务服务 ，加快打造营商环境的
核心竞争力。

王清宪强调，要对照国家营商环境评
价体系和标杆水平， 认真查摆短板不足，
深入分析症结所在，以刀刃向内的精神解
决突出问题，常态化对照学习沪苏浙改革
创新举措，参加国家评价城市今年各项指
标都要冲刺全国标杆水平，其他省辖市也
要力争多数指标达到全国标杆水平。 要聚
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改革攻坚，加

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
各种规定和做法， 为市场主体投资兴业
营造良好生态。 要深化涉企服务部门职
能转变，遵循市场化底层逻辑推动“放管
服”改革走深走实，尤其要尊重理解成全
企业的创意创新创造， 完善和推行涉企
政策制定新机制， 更好发挥商协会连接
市场的重要作用。 要提升政府部门业务
系统数字化水平， 推进各部门系统对接
和跨部门业务协同， 健全涉企信息数据
归集共享机制， 更好用数字技术赋能政
务服务。要锁定目标任务，推进营商环境
“大起底”专项行动，确保“新春访万企、
助力解难题”活动收集问题见底清零，推
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 会
上， 省政府办公厅通报 2021 年度全省
营商环境评价情况，省有关单位和部分
市作了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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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浩）近日，省政协主席唐良智分
别召开座谈会， 听取省政协厅室委工作汇报。 他强
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委“一改两为五做
到”要求，拉升工作标杆，提高履职本领，努力干出新
业绩、再上新台阶，把政协履职之能转化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之效。

唐良智强调，专委会是政协工作的根基所在，决
定着政协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切实增强衷心拥护 “两个确立 ”、忠诚践行 “两个维
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专委会工作，紧扣各自职能定位，各展所长、各尽
所能，总结提升“一委一品”特色工作，努力“专”出特
色、“专”出质量、“专”出水平。 要进一步开拓创新，积
极探索线上调研、网络议政、媒体协商等新的调研协
商形式，努力构建宽领域、多层次、常态化的协商格
局。 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 一以贯之抓党建强引
领，推深做实“一入四建”工作，不断提升组织力凝聚
力，推动专委会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唐良智强调， 办公厅和研究室是政协履行职能
的重要基础、加强同各方联系的重要纽带、确保政协
工作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要强化责任担当，发挥好
参谋助手作用，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心系“皖之要
事”，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最紧要的工作以及人民
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加强工作谋划。 要提高推进
落实能力，健全完善工作责任体系，强化服务保障作
用，细化工作落实举措，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取得实实
在在效果。 要抓好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探索建立科
学机制，浓厚担当干事氛围，夯实工作作风，提高科
学履职能力，推动我省政协事业不断创新发展。

唐良智还深入省政协书画研究院等部门开展
调研。

■ 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
战。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面
对重重挑战，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犹疑退缩，而是要坚定信心、激流勇进
■ 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过去两年多来，国际社
会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展作出了艰苦努力。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告诉我们，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
■ 不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意志都不会动摇。中国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用好作风打造好环境
———“改作风 办实事 优环境”系列谈①

朱胜利

一群宣城“90后”创办的“寻梦鲜花”
电商， 短短几年后竟夺得全网鲜花类目
销售额第一、 整体业务的线上销售额突
破 15 亿元。 创业团队曾表示，企业快速
成长得益于宣城市良好的环境。 一个地
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要有强大
的市场主体；而引育强大的市场主体，关
键要有好环境。 发展靠环境，环境靠作风，干部的作
风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发展状态。

作风就是形象，就是力量，就是保障。 当前，安
徽正处于大好发展时期， 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挑
战，广大干部要以抓铁有痕的力度改进作风，求真
抓实，真心真情解决企业急难愁盼，全心全意提供
让企业满意的服务。 要用良好作风树形象、聚力量、
作保障，为壮大市场主体加油鼓劲。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

要把市场主体的需求作为第一信号，善
于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设身处地了解他
们的所思所想、所忧所盼，把服务企业的
工作做在企业最关键、最急迫、最要紧的
地方和时候， 把好事实事做到企业的心
坎上。 要认真贯彻“十做到”“十严禁”正
负面清单， 坚持问题导向、 企业满意导

向，做到“好时不扰、难时出手”，真正让企业感受到
“雪中送炭”的温暖、“雨中打伞”的贴心。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
环境的“污染源”，是发展的“绊脚石”。 要坚决整治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坚决杜绝空喊口号 、摆花架
子、做表面文章、堆盆景等，推动干部务实功、出实
招 、求实效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加快建设现
代化美好安徽，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13件住皖委员提案
入选全国政协重点提案
本报讯（记者 李浩）日前，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七十次主席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通过了重点提案
题目和督办方式，确定了 76 件系列重点提案。其中，13
件住皖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入选，入选数量再创新高。

据悉，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期间，25位住皖
全国政协委员紧扣大会主题，围绕实现共同富裕、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乡村振兴、碳达峰碳中和、教育“双减”、
种子安全等共提交提案69件，经审查立案62件，立案率
89.9%，高于本次大会立案率6.6个百分点。 住皖全国政
协委员与外省联名提出的 《关于推进长江流域水生态
系统性修复的提案》被遴选为重点提案，12件提案被遴
选为重点提案相关类提案（含1件联名提案）。

下一步，省政协将和有关住皖全国政协委员对接，
为他们参与提案后续办理工作提供服务。 并与省直有
关单位协作， 共同加强与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和国家
有关部委的沟通联系，深化办理效果，发挥好提案和提
案工作在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信贷投放总量增加结构优化

“三问”个人养老金：是什么、怎么缴、如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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