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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烈士纪念
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
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同
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
红旗高高飘扬。广场中央，“祝福祖国”
巨型花篮表达着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美
好祝愿，花篮上“欢度国庆”的字样分外
醒目。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北侧
两组花坛上镶嵌着白菊、康乃馨等鲜花
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
对英烈的深情追思。

临近10时，习近平、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
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
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悠远而嘹亮的乐
声讲述着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
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60名三军
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

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10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
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
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
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
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
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
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
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
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熠熠生辉。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
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
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
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盛放的
百合、挺拔的红掌、轻盈的文心兰，寄托
着对人民英雄的无尽思念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
带。接着，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
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砥砺奋进，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今天，我们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也依次
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
念碑。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
席和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
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
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
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全国“两优一先”
获得者代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首都各界群
众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9月30
日是烈士纪念日。上午，我市在胶东革
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
花篮仪式，深切缅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
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和无限哀思。

九月的烈士陵园松柏苍翠、丰碑巍
然、庄严肃穆。仪式开始前，市领导与

老战士和烈士亲属代表一一握手，向他
们表示亲切慰问。上午9时30分，市委
副书记吴承丙宣布仪式正式开始，嘹亮
高亢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
全场肃立，向人民英雄默哀。默哀结束
后，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伴随着低沉深情的《献花曲》，

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进纪念堂缅
怀厅，摆放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烈士
纪念墙前。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怀着
崇敬的心情，依次瞻仰烈士纪念堂。

市级领导班子成员，法、检“两长”，
机关干部、驻军官兵、学校师生、老战士
和烈士亲属、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300
多人参加仪式。

我 市 隆 重 举 行 向
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9月30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出
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这是习近平整理花篮上的缎带。 新华社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英雄浩气万古长存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法文、俄文、阿拉伯
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
中文繁体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
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由中
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
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
月18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的报
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
等92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
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9个专题，

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
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集中展
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
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
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文、

英文版自2020年6月出版发行以来，受
到国内外读者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
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了重要
作用，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
共产党提供了重要文献。《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多语种版的出版发行，
对帮助国外读者系统了解掌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
实质和丰富内涵，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和理解，具
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多语种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10月1日
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赓
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
民的新业绩》。

文章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
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
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
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力量源泉。回望过往历程，眺
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
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
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
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把革命先烈流血

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
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
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
持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根
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我们要
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感悟真理的力量，
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我们的
前行之路。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
持理想信念。全党同志要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
力前行，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胜利。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
持初心使命。全党同志要从党的百年
奋斗史中不断体悟初心使命，贯彻好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矢志不渝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
持光荣革命传统。全党同志要用党在
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
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党和
国家各项工作。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
坚持推进自我革命。全党同志要增强
忧患意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将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严于律己，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始终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
员，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作出应
有的努力。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用 好 红 色 资 源 赓 续 红 色 血 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李干杰同志任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同志不再担任山东

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新华社济南9月30日电 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9月30日决定，接受李干杰辞去山东
省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周乃翔为山东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李干杰任山东省委书记
周乃翔任山东省代省长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侯召
溪）9月30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郑
德雁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
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会议听取了关于第二轮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有关情况的汇报。强调，
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对上级交办的信访问
题全面梳理，对群众反映的环保案件逐
一研究，卡实责任，明确时限，按要求加
快办结进度，以整改实效提升生态环境
治理水平。要举一反三开展综合整治，

狠抓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把好的做法
固化为长效制度，形成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常态化机制，坚决扛起生态保护
的政治责任。

会议研究了市区城建重点项目建设
工作。指出，城建重点项目关系民生福
祉、关系城市功能形象，是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抓手，要以

“1+233”工作体系为引领，全面落实中
心城区“12335”建设思路，加快城建重点
项目建设，挂图作战、压茬推进，高质量
完成建设任务，不断完善城市功能。要

提前筛选论证明年城建重点项目，提高
工作标准，构建项目实施库、论证库、储
备库，为城市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会议研究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指出，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是重大
责任，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
海洋，扎实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统
筹推进陆、岸、海、岛一体治理，深入开
展“净滩”行动，扎实推行“湾长制”，健
全长效管理机制，让烟台的海更清、滩
更净、岸更绿、湾更美。

市政府召开第95次常务会议

详见04版

烟台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建国72周年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9月30日
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
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
年。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
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与近500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
共庆共和国华诞。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
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主席台上方
国徽高悬，“1949－2021”的大字年号
在鲜艳的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

17时 30分许，伴随欢快的《迎宾
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
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
进行曲》，全场起立高唱国歌。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致辞。他首先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祝
贺；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致以亲切问候；向关心支持中国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今年我们隆重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新中
国72年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如期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今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应对复杂严峻国
际环境和疫情、洪涝灾害等多重挑战，
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有效
实施宏观政策助企纾困，积极推动创业
创新壮大新动能，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发
展，体育健儿在奥运会、残奥会和全运
会上勇创佳绩，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各
项事业取得新进步、展现新气象。

李克强指出，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
困难挑战，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任重道远，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
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强跨
周期调节，继续围绕市场主体需求实施
宏观政策，稳定合理预期，抓好科技创
新、扩大内需、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提
升绿色、安全发展能力，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促进经济长期向好。改革
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今后推动

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全面深化改
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
新的更大进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培育
壮大市场主体，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
仁，维护公平竞争，更大激发市场活力
和社会创造力。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对
外开放，拓展互利共赢空间。民之所
望，施政所向。要以更多贴心实策把群
众期盼的事办好。多措并举增加就业
岗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养老、
医疗、住房关系亿万家庭，要在保障这
些基本民生上年年有进步。努力减轻
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要促进机会公
平，鼓励创业创新创造，在劳动奋斗中
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在不断发展中持续
增进民生福祉。

李克强说，我们将继续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促进香港、澳门与祖国内
地同发展共进步，推动民生不断改善，保
持长期繁荣稳定。坚持贯彻对台工作大政
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下转第四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
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王岐山等出席

李克强致辞 韩正主持招待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