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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鉴往知今话未来
——
—习近平主席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侧记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郝薇薇

“
这次对希腊的访问，我感触良多……
我们一道回味历史，以古鉴今，展望未来，
决定中希要更加紧密地携手开辟更加美
好的明天。”
11月12日上午，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
丽媛在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夫妇陪同下，
参观了久负盛名的雅典卫城博物馆。
建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卫城坐落于阿
提卡盆地中的卫城山丘上。山脚下这座现代
化的博物馆，保存着从卫城及周边出土的数
千件文物，承载着古希腊文明的厚重记忆。
这是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帕夫洛
普洛斯总统的第三次见面。
“我怀着对文明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
许来到希腊”“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
质要求”“真正的文明之间不会发生冲突、
制造隔阂”……无论是正式会谈还是欢迎
宴会，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话题总能在
两位元首间产生共鸣。
沿着玻璃栈道走进博物馆，仿佛走进
历史的长河。
“
拔火罐”图
从古希腊大理石雕像上的
案谈到古代中医，由帕特农神庙三角楣上的

众神雕像联系到中国古籍《山海经》，从酒神
剧场复原模型讲到艺术和教育……
习近平主席仔细听取讲解，时而询问
历史细节，时而引经据典同大家交流。
阳光透过玻璃幕墙洒入博物馆二层
展厅。在一尊名为“克里提奥斯少年”的雕
像前，习近平主席停下脚步。
雕像男孩表情丰富，形体健美，是希腊古
风时代向古典时代过渡的作品， 表达出强烈
的人文精神。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古希腊
“
智者学派”萌发的人本主义思想同中国儒家
坚持的
“
以民为本”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期间，起源
于希腊古典时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传入中国。今天，在这里，东西方两个文明
古国又以新的方式再次相聚。” 两国元首
对讲解员的这番解说颔首称许。
博物馆不仅记录时间，更存储人类精神。
在“沉思的雅典娜”浮雕前，习近平主
席再次驻足。“这是雅典娜女神刚刚参加
完战争后休息、沉思，虽是一块很小的浮
雕，却非常有意义。”帕夫洛普洛斯总统亲
自向习近平主席介绍。
习近平主席说，她在思考战争的意义
究竟何在。

习近平主席讲起中国成语“止戈为
武”。 帕夫洛普洛斯总统边听边不住地点
头表示赞同。
前一天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对帕夫洛普
洛斯总统讲过这样一番话：
“中国人自古以
来信奉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天下为公’、
‘
和谐万邦’的理念。中国绝不会搞国强必霸，
也不认同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因为中国人
从来没有这种文化基因，也没有这种野心。”
这个深刻的话题，在今天的参观中延
续深化。
“感谢您今天的来访。”卫城博物馆馆
长潘德马利斯将一件雅典娜浮雕复制品
作为礼物赠送给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
向他表示感谢。
一件件浸透历史沧桑的艺术珍品，见
证着希腊文明的辉煌与苦难。
女像柱是卫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原
本6座，其中一座流落异乡。
“我想借此机会向您表达，我们对文
物流失深感痛心。 这些文物流失在外，本
身就是文明的耻辱。希望中国能够支持我
们在文物回归方面的努力。” 帕夫洛普洛
斯总统说。
“我 们 不 但 支 持 ， 还 要 共 同 努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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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指出，由于历史原因，中希两
国都有大量珍贵文物迄今仍然流失海外，
双方可以加强合作，使这些文物能够尽早
回到自己的祖国。
三层帕特农神庙展厅，博物馆工作人
员向习近平主席展示先进的文物激光修
复技术。
“中希两国都拥有大量文化遗产，双
方可以在修复和保护重要文化历史遗产
方面加强合作。”习近平主席嘱咐。
短短一个小时， 虽道不尽历史沧桑，
却打开了文明对话交流的新天地。
置身博物馆露天平台，以雅典卫城为
背景，习近平主席夫妇同帕夫洛普洛斯总
统夫妇合影留念。镜头定格这一重要而难
忘的瞬间。
以署名文章《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
未来》起笔，又以这场穿越时空的参观收
篇，习近平主席希腊之行饱含深意。
“希 望 您 再 来 希 腊 ， 我 们 可 以 有 更
长时间沟通交流。” 帕夫洛普洛斯总统
向习近平主席发出新的邀请。
“我很期待，也欢迎您多到中国走一
走，看一看。”习近平主席微笑着说。
（新华社雅典 11 月 12 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 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
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
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情况汇报和责任
追究审查调查工作情况通报，部署对安全生产尤其是危险
化学品生产管理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决定健全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促进有效投资加强风险防范。
会议指出，3月21日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
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后果十
分严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抢险救援、伤
员救治和事故调查处置等作出部署。经调查组最终认定，这
是一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暴露出有关地方和部
门落实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管业务与管安全脱节、对非法
违法行为打击不力和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违法违规、诚信
缺失等突出问题。教训极其深刻。对负有直接责任、监管责
任、 领导责任等所有责任人都要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和
惩处。事故调查报告和责任人处理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开。
会议部署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会
同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江苏省安全生产尤其是危化品生产管
理等问题依法依规开展专项整治，加强督导，确保整出成效。同
时要在全国开展危化品安全专项督查，各地要严格开展自查自
纠，切实消除生产、储存、运输、废弃处置等各环节安全隐患。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
六稳”工作和深化投融资
体制改革要求，会议决定，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
制度，做到有保有控、区别对待，促进有效投资和加强风
险防范有机结合。

中宣部：

国足今晚
迎
“
分水岭”之战

部署开展2020年度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退一步水清岸绿
——
—看湖北宜昌如何破解“
化工围江”困局

22时客场对阵叙利亚队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徐荣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蔡矜宜）北
京时间14日22时，国足将在迪拜迎来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关键一
战——
—挑战小组第4个对手叙利亚队。
根据规则，40强赛分8个小组， 各小组第
一加上4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晋级下一阶
段的12强赛。目前，叙利亚队3战全胜积9分排
名小组第一， 国足2胜1平积7分排名小组第
二。 所以， 本场比赛成为中国队出线形势的
“
分水岭”之战，球队必须争取从客场带回分
“
争一保二”的机会。
数，才能留住

深秋，长江湖北宜昌段，江风徐来，清
流阵阵。这里是长江中游起点，是长江流域
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国家重要生态屏障。
日前，记者参加“长江大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湖北行”采访，探究长江边的宜昌如
何从
“
化工围江”困局中成功突围。
宜昌因磷化工产业而闻名。 依托丰
富的磷矿、航运、水源等优势，宜昌化工
沿江而兴，产业规模一度超千亿元，占当
地工业产值三分之一。
然而，化工产业对长江生态
“
伤得很深”：
100多家化工企业围江而建，长江水质受到影
响，
“
指标生物”江豚数量急剧下降……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中，宜
昌该如何作为？
为长远计，为子孙谋，必须守护好一
江碧水。在发展与保护的抉择中，宜昌毅
然选择了保护，出台化工产业整治3年行
动方案，强力推动沿江1公里范围内化工
企业“清零”。
粗略计算，关闭、清理、转移、搬迁化
工企业，宜昌一年将损失近70亿元。
生态环保是一道必答题， 不是选择
题。宜昌笃定毅行，纵深推进化工产业转
型升级。
退一步，水清岸绿。

2019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落幕

衡阳伢子刘青松
“
辅助”FPX战队夺冠
湖南日报 11月 13 日讯（记者 蔡矜宜）
日前，电竞2019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
争夺战在法国巴黎落幕， 衡阳伢子刘青松
所在的FPX战队最终以3比0击败G2战队
夺得冠军，并帮助中国赛区实现蝉联。
来自衡阳的辅助位刘青松今年刚满21
岁， 实际上却是一名老将，2014年开启自己
的职业电竞选手生涯，经过5年磨练，这个少
年逐步成长为一名支援及时、视野控制力强
等各方面综合能力优秀的
“
金牌”辅助。

临江而立的大型化工企业兴发集团
宜昌新材料产业园，绿树、花草错落有致，
漫步其中，宛如公园。不看老照片，很难想
像这里原来是装置林立的沿江厂房。
兴发集团总经理助理陈晓清介绍，
这些变化来自于企业主动作为，实施“关
停、转型、搬迁、治污、复绿”五大工程，加
快绿色转型发展，“争做长江大保护的推
动者和绿色转型发展的引领者”。
以往，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各
生产装置产生的污水经预处理后进入园
区的5个综合污水处理厂处理，再通过4个
排污口排到长江。现在，宜昌市采取“铁腕
治污、铁腕治企”手段，把长江边上所有排
污口封掉，不允许任何企业有排污口，化工
企业的污水经过企业内部一、二级处理后，
统一由政府进行最后处理和排放。
“
先按要
求把废水中的总磷含量降到百万分之四，
再进入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再处理，确保
入江水质达标。”兴发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兴发集团还主动拆除沿江装置22套，
腾出900多米长江岸线、800多亩土地，高
标准建设绿化景观带； 投资10.7亿元提档
升级、扩容改造园区全部环保装置；投资
20亿元实施6个转型升级项目……
“退”是为了更好地“进”。兴发集团
携手中科院，组建有机硅研究中心，将产
业链从单一的磷化工向硅化工延伸，产

品由工业级向“高精尖”的电子级、医药
级、食品级跨越，开发出13个系列369个
品种产品。
不单是产品，废热、废气、废渣，水、
电、煤等资源也实现全园区、全流程循环
利用。如此闭合循环，不仅降低能耗，减
少仓储、物流费用，还为兴发集团每年新
增效益3亿元以上。
念好“进退经”的，远不止兴发集团
一家。
三宁化工一手关停4个产能过剩项
目，淘汰落后产能合成氨；一手在武汉光
谷建设研发中心，引进、采用国际领先技
术，启动新材料乙二醇项目，实现了“从
低到高”的跨越发展；宜化集团、开元化
工等134家沿江化工企业在关、转、搬过
程中大步谋“进”……今年初，老化工已
发出新蕾，升级为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通过打好理念、动能、结构、效能、机
制“五个加速转换”的组合拳，宜昌经济
实现一增一降：化工产业比重持续下降，
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先进装备
制造业不断增加。近期，总投资35亿元、
年产车20万辆的广汽集团宜昌乘用车
智能工厂正式投产。
宜昌，在守护好一江碧水中，加快推
动产业转型，大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2020年度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视频会议13日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从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高度， 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的特殊重要性，切实做好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以及光明
日报、 经济日报等中央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不断
提高党报党刊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香港警方回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尽最大努力止暴制乱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华声在线 11 月 13 日电 ( 特
派香 港 前 方 报 道 组“
) 我同意你的说法！” 今天下午4时许

举行的香港警方记者会上， 香港警方行动部高级警司汪
威逊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如记者所见， 无辜市
民、学生系“被罢工、被罢市、被罢课”。
连日来，暴徒在街道大肆破坏、在地铁站和地铁车厢纵
火、偷校巴、烧私家车、往校园内扔燃烧弹……汪威逊表示，
暴徒们严重损坏香港社会正常秩序， 损害香港市民权益，导
致学校停课，上班、开市受影响，很多无辜市民
“
被罢工、被罢
市”，学生
“
被罢课”。他同时表示，香港警方在任何时候都会
尽最大的努力止暴制乱，维护香港市民的权益，警队24小时
处理各种相关事务，不担心被批评被误解。
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表示， 香港警方有责
任保护在港内地生，以及其他学生、市民的安全，有任何需要
警方协助的情况，不会看他的身份、背景，只会尽力去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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