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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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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共同促进经济复苏。要坚持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促进全球平衡、协调、包容发展。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突出位置，围绕减
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工业化等重点领域推进务实
合作，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稳步推进全球
发展倡议落地落实。

——我们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冷战思维只会
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
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 21 世纪安全挑战。中方愿提
出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
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
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
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
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
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
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
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
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
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下转第11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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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气候变化问题

习近平复信英国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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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合力 和衷共济 冲出迷雾走向光明
■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
安全

■ 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
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
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
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
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
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
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
之上

■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
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
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
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

“长臂管辖”
■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

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
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
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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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成良田 易鹤
黄合） 昨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与
市政府就 2022 年重点工作进行面
对面对接。市委副书记、市长汤飞
帆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宋越舜、胡
军、戎雪海、许亚南、印黎晴，市政府
领导华伟、李关定、王顺大、朱欢、金
珊出席。会上，彭朱刚、朱金茂分别
通报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今年重
点工作安排，与会领导围绕做好工

作对接、抓好工作落实深入交流。
汤飞帆感谢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一直以来给予市政府工作的监督和
支持。他指出，市第十四次党代会
绘就了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的宏伟蓝图，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 《政府工作报告》 对
今后五年发展和今年重点工作进行
了具体部署。市政府将按照市委的
工作要求，对标全球一流、全国领
先、全省领跑的工作标准，高质量
高效率推进各项任务落实和重点工

作落地，加快把“施工图”变成
“实景图”。希望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充分发挥立法、监督等职能优势和
人大代表作用，支持政府推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城市能级提升、公共
服务优化和法治建设。市政府将一
如既往主动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监督，办好人大代表建议，加强
法治政府建设，对照市人大常委会
的重点工作安排，协作联动做好相
关工作，共同推动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建设不断展现新景象。

张平指出，今年是新一届市人
大常委会、市政府开局起步之年，面
对人员新变化，肩负发展新使命，两
家的首次集体面商对接，增进了了
解、凝聚了共识，为做好各项工作开
了好头。我们要把牢“全力服务市委
决策落地”这一目标，聚焦人大可
为、政府想为、群众盼为的重点内
容，持续为推进“六大变革”、打造

“六个之都”添动力、聚合力。人大将
把握“有力支持推动政府工作”这一
导向，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强化制
度供给，以“清单式”审议意见、“销
号制”跟踪方式，深化推行“闭环”监
督。我们要把好“着力发挥人大代表
作用”这一关键，汇聚民意民智、推
动惠民利民，实现人大、政府与广大
人大代表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合力
破难，共同为奋力开创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建设新局面作出应有贡献。

市人大常委会与市政府
对接今年重点工作
汤飞帆张平出席

记者 厉晓杭

这是一个特殊的 4 月。在疫情
的影响下，很多市民居家抗疫，减
少外出。4 月的书香，依然在春风
中滋长，带给人们温情和慰藉。

4 月，宁波读书月如期而至。
近 200 项活动在线上有序开展，一
份份书单为市民提供了阅读指南；
居家办公，不少白领沉下心来徜徉
书海；隔离疫情不隔离关爱，工作
人员把书籍送进了隔离点⋯⋯书
香，早已融入宁波这座“书藏古
今”城市的血液；阅读，正在成为
这座城市的人文温度和精神高度。

2020 年 4 月 1 日，随着 《宁波
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的正式施
行，宁波成为浙江省第一个以立法
形式促进全民阅读的城市。两年
来，全民阅读氛围进一步浓厚，居
民综合阅读率不断提升，“书香之
城”建设实质性推进。

宁波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明
确指出，“普及‘一人一艺’和全
民阅读，更好促进全社会精神富

有”。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已经成
为宁波的社会共识和行动纲领。

近年来，宁波把深入推进全民
阅读作为推动“文化先行、精神富
有”的重要抓手，加紧完善全民阅

读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书香宁
波”建设提档升级，助力现代化滨
海大都市和共同富裕先行市建设，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

阅读机制建设不断完善。我市
积极推动 《宁波市全民阅读促进条
例》 落实落地，成立全民阅读指导
委员会，建立全民阅读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同时建立全市首批 200 名
阅读领读人队伍，200 多个有一定
影响的阅读组织。宁波市朗读联合
会、稻读公社、皓哥读书、纸飞机
童书馆、“盲人读书会”等阅读组
织影响力不断增强。更多诗意而优
美的表达，经过碰撞，沉淀智慧、
温暖心灵。

系列阅读品牌深入人心。今年
读书月期间，宁波市第二届中小学
生朗诵大赛、第四届宁波市职工读
书节、2022“春天送你一首诗”诗歌
朗诵会等活动在线上精彩上演。“书
香专列”、“席地而坐·斯文在此”读
书沙龙、“天一夜读”、晒书会等阅读
品牌活动逐步走进广大市民的生
活。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市民
切实感受书香之浓、阅读之美，以
阅读连起 8000 年的港城文化与现
代化滨海大都市跳动的时代脉搏。

阅读空间迭代升级。宁波以“一
镇三书”建设为抓手，进一步完善城
乡阅读设施和阅读空间，制订全民
阅读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下转第11版③】

阅读，一座城的高度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海曙区
委报道组孙勇 通讯员夏晶） 昨日
上午，记者来到海曙区石碶街道，
深耕健身器材配件行业 30 年的宁
波蓓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内，机器正开足马力赶订单，而
下单的是辖区内成立 3 年多的外销
型企业宁波展智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展智健康源源不断的订单，
帮我们打了个翻身仗，今年总产值
将达 1.2 亿元，与疫情前相比正好
翻了一番。”蓓蕾五金总经理孟万
伦脸上笑开了花，两家公司虽相距

不到 1 公里，以往却不熟识，得益
于石碶街道企业服务中心的“牵线
搭桥”，才让受疫情影响、面临生
存挑战的蓓蕾五金逆势上扬。

疫情下，不少市场主体生存发
展遇到困境，“打通产业链、供应
链上下游的堵点、卡点、痛点，确
保‘双链’稳定和顺畅，才是实实
在在的纾困助企。”石碶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徐鋆说，当街道知道蓓蕾
五金受疫情影响国内外市场订单均
减少了 20%、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增
长点时，便第一时间从企业信息库
中， 【下转第11版②】

“链上”发力搭建“鹊桥”
助30年资深企业打了翻身仗
让3年新秀企业蓬勃发展

4月19日，读者在天一广场的西西弗书店翻阅喜欢的书籍。
（徐能 沙燚杉 摄）

易其洋

4 月 1 日起，大规模增值税留
抵退税在全国拉开帷幕。宁波市税
务部门建立“领导小组+专项工作
组”的工作机制，强化与财政、人
民银行等部门的联动协同，合力确
保企业及时享受退税红利。

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小微企业
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蓄水池。受
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和
疫情多点散发的影响，很多中小企
业不得不按下“暂停键”“慢进
键”。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首
当其冲影响就业。保就业就是保民
生，稳企业就是稳就业。当下，助
企纾困，最紧要的是增加企业的现

金流。减税措施在于减轻企业负
担，留抵退税则直接增加企业现金
流，对困难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中
送炭。

降低税率、免征税收等减税措
施，已被公众所熟悉。留抵退税，
因为专业性较强，许多人未必知
晓，更不懂得怎么办理。落实留抵
退税政策，一要准。税务部门要精
准宣传政策，让企业应知尽知，变

“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确保
符合条件的应退尽退，一户都不落
下。二要快。不少企业正在生死线
上挣扎，救急就是救命，要能快则
快，让政策直达快享，让红利落袋
为安。

宁波的中小企业面广量大。留
抵退税，希望宁波能一马当先，把

“真金白银”实实在在、及时便捷
地送到企业手里。

既准又快地“留抵退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