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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习近平主持召开
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
强 调 ，加 强 党 中
央对外事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和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记者 蓝碧霞）昨日下
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裴金佳主持召
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
学习时和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
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国
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
提出我市初步贯彻意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和在纪
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力量，明确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
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是马克思主义
的纲领性文献，为我们在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自觉
做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
践者，进一步树牢
“四个意识”，更加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权威和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 世纪的马
克思主义，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案头卷、工具
书、座右铭，坚持全面系统学、长期深
入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加快
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实现赶超目标，建
设高素质高颜值经济特区，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经济特区的新
定位新要求，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
会议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内容，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
本方略之一。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牢
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维护集
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

裴金佳强调要把严格实施宪法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法治厦门建设的首要任务

本报讯（记者 蓝碧霞）昨日上
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扩
大）学习，专题学习宪法，邀请中国宪
法学专家、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朱福
惠作专题辅导报告。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裴金佳就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
法提出要求。
陈家东、张健、陈秋雄等市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李伟华主持学习会。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五次宪法修正案。
此次宪法修改有哪些意义？如何让宪
法入脑入心？朱福惠教授以《树立宪
法权威 推动宪法实施》为题，对宪法

修正案进行深入解读，讲授了本次宪
法修改的原因、特点、主要内容，以及
如何正确理解宪法修正案等内容，让
与会人员对宪法有了更深层次的理
解，更加明确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
重要性。
裴金佳指出，这次宪法修改，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载入宪法，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
理论和重大方针载入国家根本法，对
于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
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充分认识学
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大意义，
全面准确把握宪法修正案的核心要义
和精神实质，把组织学习宪法与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
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牢固树立
“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决维护习
近平总书记权威和核心地位，坚决维
护宪法尊严和权威，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裴金佳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宣
传教育，把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纳入
“七

昨日，市长庄稼汉来到市人民群众
来访接待中心，倾听群众反映的危房改
造、市政提升、环境保护、消防安全等方
面问题，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研究
解决办法。庄稼汉强调，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

确把握信访工作新形势新要求，强化责
任担当，畅通信访渠道，加强源头治理，
健全化解机制，进一步提高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切实把
群众合理诉求依法及时解决好。副市长
韩景义一同参加接访。 本报记者 蔡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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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宫 365”
实验成功完成，
志愿者最长驻
留 200 天

B02 版

提升城市道路
排洪防涝能力

我市有序推进市政设施综合整
治提升，厦禾路莲富大厦易涝点改
造预计本月底完成

港区物流周转
将有专用道路

海沧货运通道隧道全线贯通，
预计下半年具备通车能力，将连通
海沧港与海翔大道

巴勒斯坦民众抗议

美国驻以使馆迁馆

数万人与以色列士兵发生冲突，已有 58 名
巴勒斯坦人死亡，2800 多人受伤
B02 版

我市首届食安卫士评选今起网络投票
本报近期连续报道食品安全从业者的敬业奉献故事，引起广泛反响
A06-A07 版

五”普法工作，进机关、学校、企业、社
区、农村等基层单位，让宪法精神家喻
户晓、深入人心，使全体人民成为宪法
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
者。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把严格实
施宪法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法治厦门
建设的首要任务，大力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动
新时代法治厦门建设再上新台阶。党
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用好宪法，带
头维护宪法权威，依照宪法行使职权、
履行职责、开展工作，不断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发展稳定
的能力和水平，确保法治厦门建设各
项任务落到实处。

市政协召开十三届
十五次主席会议

健全多元化解机制
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我国实验刷新

● 将为长期驻
留外星球和飞船
星际飞行提供重
要科技支撑

制，坚决把国家安全观放在工作全局
中来贯彻，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中
央国安委的重大战略部署。要全面贯
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
安全两件大事，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
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国家利益至
上为准则，坚决防范风险挑战，确保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实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党委（党组）维护国家安全的
主体责任和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
人责任，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加强
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我市国
家安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会议还听取了 2017 年“海丝”战
略支点建设情况汇报，研究下一阶段
工作重点。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宪法

标 题 新 闻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主任习近平 5 月 15 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
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
化，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
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
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国家副主席、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王岐山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
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参加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积极推进外交理论
和实践创新，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倡
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
素增多，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我
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的规律，既认清中
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又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
风险挑战，未雨绸缪、妥善应对，切实做好工
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化外交布局，
落实重大外交活动规划，增强风险意识，坚定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
“一带一路”
建设是我们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几年
来，
“一带一路”
建设从理念到行动，
发展成为实
实在在的国际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要抓好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
的落实，凝聚各方共识，规划合作愿景，扩大对
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的沟通、协商、合作，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更好造福
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地方外事工作是党和国家
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对外交往合
作、促进地方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在中
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做好
地方外事工作，从全局高度集中调度、合理配
置各地资源，
有目标、有步骤推进相关工作。
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外事工作，中
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要发挥决策议事协调作用，推动外交理论和
实践创新，为外事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有力指导。要强化
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能力，推进
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外事工作队伍建设，抓好重点工
作的推进、检查、督办，确保党中央对外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文
件。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有关领导同志、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本报讯（记者 卫琳）昨日，市政协党组
书记、主席张健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
会议及十三届十五次主席会议，开展市政协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审议即将召开的
市政协十三届十次常委会议有关事项。市
政协副主席高玉顺、江曙霞、陈昌生、黄培
强、黄学惠、陈永裕、黄国彬，秘书长张仁苇
参加。
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办关于加强调查研
究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的通知、向党中央请示
报告制度执行情况的通报、厦门市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规则》的实施意见三个文件精神。张健指
出，要高度重视并深刻领会这三个文件的精
神，在日常工作中认真加以贯彻落实。他强
调，调查研究是政协工作的生命线，政协开
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都离不开
扎实的调查研究，要创新市政协的调查研究
工作，使政协工作更接地气，更有成效；要严
格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要求，有关重大事
项、重大活动要及时向上级党委报告，涉及
个人的相关重大事项也要及时向组织报告；
要按照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协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的相关规章制度，确保严格执
行，
持续深化。
会议听取了市政协十三届十次常委会
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决定于 5 月 23 日召开会
议，围绕“加快提质增效，大力发展高端制造
业”
协商议政。
会议还通报了两岸基层治理论坛的筹
备保障情况，
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火炬学校实施
助力成长计划

两名品学兼优学生将免费就读
该校中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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