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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经济”活力足
添多烟火气和文化味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

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8日视察军

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表明新一

届军委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鲜明态

度。他强调，全军要全部精力向

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

加快提高打赢能力，有效履行新

时代我军使命任务。

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军委

联指中心，首先听取了军委联指中

心有关情况汇报。

随后，习近平亲切接见军委

联指中心官兵代表，向军委联指中

心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问候，并同

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强调，今天，我和军委

一班人到军委联指中心来，就是要

亮明新一届军委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决

心态度。

习近平指出，党的二十大从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

局出发，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

战略部署，强调要如期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全军要认真贯

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要求，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部队落地生根，以实际行动开

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安全

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军事

斗争任务艰巨繁重。全军要贯彻

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

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精力向打仗

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加快

提高打赢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完成好党和人

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习近平指出，军委联指中心

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实施战略

指挥的重要支撑，地位重要、责

任重大。要牢记职责使命，加强

国家安全形势研判，加强军事斗

争现实应对，加强指挥运行实践

创新，努力建设绝对忠诚、善谋

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战

略指挥机构，为全面加强练兵备

战、有效履行新时代我军使命任

务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又侠、何卫东、李尚福、刘振

立、苗华、张升民参加活动。

习近平在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强调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
娜）昨日是第23个“中国记者

节”，“新征程·再出发——二十

大精神二十讲”全媒体党课第

二讲走进佛山新闻中心，为佛

山传媒集团的青年媒体人上了

一堂生动的党课。干货满满的

宣讲让各位青年媒体人获益匪

浅，大家纷纷表示，要用心用情

记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佛山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的生动实践，讲好佛

山故事，传递佛山好声音。

作为佛山区域主流媒体，佛

山传媒集团肩负着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多

重任务。作为新闻工作者，更应

该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本次宣讲以“主题党课+互
动问答”的形式开展。中共佛山

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粟霞围绕“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作专题授课。

“工作中，如何实现实践与

理论创新相结合？”“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全党要把青年工

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青年

新闻工作者应如何理解？”课堂

上，宣讲内容干货满满，青年媒

体人一边听，一边认真做笔记，

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与主讲

老师积极互动。

粟霞表示，深入学习党的二

十大报告，要坚持原原本本学，

熟读精思、学深悟透，要坚持学

以致用、用以促学，把原文中所

说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

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

互动，在深化理解中不断实现创

造性运用、创新性发展。

“作为青年新闻工作者，我

们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系统性的

理论学习。听了这堂专题党课

我获益良多，对党的二十大报告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作为一名

中共党员，佛山电视台《六点半新

闻》编辑宋佳雨说，接下来，将按

照主讲老师推荐的书单和学习

思路，坚持原原本本学、学用结

合，不断增强新闻实践能力。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新征

程·再出发——二十大精神二

十讲”全媒体党课，由市委宣传

部、市委党校、佛山传媒集团联

合推出，力求内容有新意、理论

有深度、形式有创新，同时延伸

出短视频、短音频、H5互动等

一系列传播产品，形成“1+N”

的融媒体产品矩阵和全媒体党

课系列。

接下来，“二十大精神二十

讲”全媒体党课还将继续走进

18个佛山创新发展的地标性

场所，面向党员群众开展专题

党课，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

进社区。

“二十大精神二十讲”全媒体党课第二讲走进佛山新闻中心

熟读精思学以致用用心用情讲好佛山故事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梦
灵 通讯员/南宣）昨日，南海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会议、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

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

念地、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

精神，研究南海贯彻落实意

见，传达学习近期省、市疫情

防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

下一阶段工作。南海区委书

记顾耀辉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要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

的主题，牢牢把握过去5年工

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

重大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要在真

学、真懂、真信的基础上，做到

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结

合南海实际，一步一个脚印把

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

要坚持全面系统、突出重点，

把准基调、把好导向，紧密结

合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深

入基层一线、挂钩村居进行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做到深入

浅出、通俗易懂，让人民群众

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全力

营造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浓厚氛围。

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

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五个牢牢

把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

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各

级党委（党组）要把党的二十

大精神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的核心内容、区镇党校

的核心课程，引导全体党员

干部学原文、悟原理，切实增

强贯彻落实的坚定性、自觉

性。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与做好当前重点工作

紧密结合起来，坚决落实“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重要要求，全力以赴

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

安革命纪念地、在陕西延安

和河南安阳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坚定不移把总书记

关于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重

要指示转化成对党绝对忠诚

的实际行动，坚决扛起政治

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激

励全区上下以伟大建党精神

和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担当

使命；坚定不移把总书记关

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重要

指示转化成加快高质量发展

的实际行动，对照党的二十

大战略部署，对标习近平总

书记“三个走在前”重要指示

要求，围绕“1114”工作部

署，奋力谱写现代化活力新南

海建设新篇章；坚定不移把总

书记关于发扬斗争精神的重

要论述转化成有效应对风险

挑战的实际行动，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延安精神，加强革命

传统教育，激发干部干事创业

的热情和劲头，锻造一支敢为

人先、敢打必胜的南海雄师。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

门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

的严峻形势，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要不断优化完善疫情防

控措施，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

平，加强重点企业重点区域重

点场所重点人群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能迅速把本土疫情

“围住、捞干、扑灭”。要强化

对一线防疫工作人员的安全防

护和工作保障，做好新上岗人

员的业务培训，科学合理轮换

调度，争取用最少的资源、最短

的时间换取最大防控成果。

南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入基层一线宣讲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第32届中国新闻奖
第17届长江韬奋奖
评选结果揭晓
据新华社电 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主办的第32届中国新闻

奖、第17届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于

11月8日揭晓。来自全国各级各

类媒体的376件作品获中国新闻

奖，获奖作品中，特别奖3件，一等

奖 72件，二等奖 116件，三等奖

185件。同时评出的还有长江韬奋

奖，长江、韬奋系列各10位获奖者。

本次评选中，人民日报社评论

《百年辉煌，砥砺初心向复兴——写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新华社通讯《砥柱人间是此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

亿万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纪实》和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特别报

道》3件作品得到与会评委的高度

认同，获选中国新闻奖特别奖。

此次评选中，涌现出多件反映

2021年重点工作、重大典型、重要

活动的优秀新闻作品。例如，宣传

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思想和活动的

重大主题报道《总书记心中的“国之

大者”》、典型宣传报道《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舆论监督作品《“东

北黑土保护调查”系列报道》、媒体

融合报道《复兴大道100号》等获中

国新闻奖一等奖。

中国记协将于近期举办第32
届中国新闻奖、第17届长江韬奋奖

颁奖报告会，为中国新闻奖特别奖、

一等奖获奖者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

颁奖。

▶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
中心，表明新一届军委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鲜明态度。这是习近平亲切接见
军委联指中心官兵代表，向军委联指中心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问候，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第十四届中国航

展8日在广东珠海开幕，空军50
型武器装备在航展上集中亮相，集

中展示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成就，

展示现代化战略空军建设的阶段

性成果。

记者在现场看到，歼-20、运-
20和空警-500、轰-6K、红-9B等

主战装备集中亮相，运油-20、歼-
16、攻击-2无人机首次振翅中国航

展，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和空军航空

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劲舞长空。

上午10时，首先进行飞行表演

的是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6架歼-
10呈现了大仰角跃升、六机编队斤

斗、六机同步横滚等动作，不仅精彩

震撼，同时也具备很高的实战价

值。作为空军“学院派”飞行表演队

的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

队，以“飞出惊险、飞出极限、飞出震

撼”而著称。针对珠海的天气与地

域特点，他们今年增加了八机通场、

八机盘旋等动作，表演更紧凑、更有

看点。

4架歼-20以四机钻石队形低

空通场，四机小角度拉升，向所有来

宾致意。开幕式上，歼-20表演了

四机通场、前双机盘旋、后双机水平

交叉、大仰角转弯脱离等精彩动作。

运油-20首次振翅珠海，表演

了大坡度机动、拖曳通场、软管回收

等空中机动动作，全面展现新一代

国产大型加油机优秀的实战性能。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在广东珠海开幕

空军50型武器装备集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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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全国发明展约定佛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