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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光明日报创刊 70 周
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
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
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70年来，光明日报自觉坚
持党的领导，坚持与真理同行、
与时代同步，团结、联系、引导、
服务知识界，在政治建设、理论
创新、道德引领、教育启迪、文
化传播、科学普及等诸多领域，
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望光明日报深入学习贯
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坚守思想文化大
报的定位，坚持守正创新，构建
全媒体传播格局，在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上不断作出努力，传递党中央
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殷切期待和
热情关怀，把广大知识分子紧
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19年6月16日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贺信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在光
明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
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同志致以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
来，光明日报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
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团结、
联系、引导、服务知识界，在政治建
设、理论创新、道德引领、教育启迪、
文化传播、科学普及等诸多领域，发
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希望光明日报深入学习
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坚守思想文化大报的定位，坚持
守正创新，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在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上不断作出努力，传递党中央对
广大知识分子的殷切期待和热情关
怀，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中
央周围，不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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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6月16日晚上，在结束对吉尔
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
施会议第五次峰会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16日上午，习近平离开杜尚别启程回国。离开
时，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到机场送行。两国元首亲切话别。

习近平感谢拉赫蒙总统和塔方的热情周到接待，祝贺塔

方成功举办亚信峰会。习近平表示，在塔吉克斯坦访问非常
愉快，特别是我和总统先生就共同关心的广泛议题深入交换
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中塔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已经取得积
极成果。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各领域合作一定会再
上新台阶，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拉赫蒙祝贺习近平访问塔吉克斯坦取得圆满成功，感谢
习近平和中方为亚信峰会举行所作贡献。拉赫蒙表示，塔吉
克斯坦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友好感情，珍
视塔中关系，感谢中方对塔吉克斯坦的宝贵支持。习近平主
席这次访塔富有成果，意义重大。塔方愿以此为契机，深化
两国关系。

结束中亚之行

习近平回到北京

新华社杜尚别6月15日电 （记者 陈贽 魏建华 吕
传忠）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日在杜尚别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
蒙会谈。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塔关系和各领域合作成果，共
同规划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一致同意深化真诚互信、合作共
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致力于发展全天候友谊，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习近平首先祝贺塔吉克斯坦成功主办亚信第五次峰会，
指出峰会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成果，向世界发出了积极信息，注
入了正能量。中方高度评价塔吉克斯坦担任主席国以来为推
进亚信进程所做大量工作，愿继续给予塔方大力支持，不断提
升亚信整体合作水平。

习近平指出，建交27年来，中塔关系始终保持快速发展
良好势头。中塔已成为山水相连的好邻居、真诚互信的好
朋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彼此扶持的好兄弟，两国关系处

在历史最好时期。“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方乐见一个稳
定、发展、繁荣的塔吉克斯坦，坚定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塔吉克斯坦政府为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所作努力。中方愿同塔方加强两国关系顶层
设计，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共同打造中塔发展共同体和安
全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塔双方要继续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问题
上相互坚定支持。塔吉克斯坦始终积极支持和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中塔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已取得丰硕成果。双
方要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国家发展战
略对接，深挖合作潜力，提升合作质量，全面深化设施联通、能
源、农业、工业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帮助塔吉克斯坦提升农业
现代化水平，支持并愿积极参与塔方建设自由经济区。中方
愿同塔方密切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让中塔友谊深植

人心，让世代友好薪火相传。双方要深化在打击“三股势力”
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禁毒、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安
全和本地区和平稳定。

拉赫蒙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塔吉克斯坦，
感谢中方为亚信第五次峰会成功举办作出重要贡献，祝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祝愿友好的中国永远国泰民安。
塔方把深化同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之
一，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帮助，愿在“一带一路”框架内
加强双方能源、石化、水电、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重点项目合
作，助推塔吉克斯坦实现工业化目标。双方要密切青年、教
育、文化等人文交流。塔方致力于同中方一道打击“三股势
力”和跨国犯罪，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密切在上海合作组织、亚
信等多边事务中协调。

（下转2版）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
习近平出席仪式 接受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授予“王冠勋章”

6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杜尚别出席仪式，接受塔吉克斯坦
总统拉赫蒙授予“王冠勋章”。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2版刊登本报评论员文章

6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杜尚别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会谈前，拉赫蒙在总统府前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
大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
的清醒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
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红岩精神”、“狱中八条”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

革命英烈用生命给重庆留下一座“红色富矿”。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深情地讲述重庆的红色故事，要求重
庆运用好这些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
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

不忘本来，オ能走向未来。今日起，本报推出“追
寻先烈的足迹”栏目，通过讲述红色故事，感悟信仰的
力量、使命的力量，使我们凝聚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不懈奋斗、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敬请关注。

专栏首期推出《红岩精神是新时代的教科书和必
修课》，介绍红岩精神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它的独
特内涵究竟是什么？在新时代，我们该怎样继承和弘
扬红岩精神？ （相关报道见3版）

从英烈精神中
汲取奋进力量
——“追寻先烈的足迹”开栏的话

一个勇于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政党，才能永葆先锋本
色；

一个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党，必将挺立时代潮
头。

今年6月开始，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大幕开启，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上深刻指出，这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
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
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
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
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开展主题教育，首先要坚
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
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牢信仰
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全党要来一次理论
大学习。

中央有要求，重庆有行动。
6月3日，我市召开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市委决定，集中举办市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研讨读书班，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同步开展学
习研讨，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思想“再充电”、精神“再补钙”、
工作“再加油”。努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确保全市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不断前
进，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市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研讨读书班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点，
以高质量学习研讨引领全市主题教育扎
实开局

开展好主题教育，党委（党组）要扛起主体责任，主要领
导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市委举办市领导“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讨读书班，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
既是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安排，也是贯彻落实总书记视察重
庆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体现了集中学习的要求，体现
了原原本本学的要求，体现了聚焦主题与列出专题相结合的
要求，体现了深入交流研讨的要求，体现了市委带头、上下联
动的要求。全体市领导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点，以高质量
学习研讨引领全市主题教育扎实开局。

6月10日上午，市委党校报告厅里座无虚席。市领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讨读书班开班并举行专题
讲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谢春涛作“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专题报告。

这既是主题教育研讨读书班的“第一课”，也吹响了全市
各部门单位开展学习研讨的“集结号”。读书班以电视电话
会议形式举办3次专题讲座，市委各部委、市级各部门负责
同志，市级各人民团体、企业、高校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各区县和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在一周多时间里，全体市领导听了4场专题报告，用5个
半天进行自学，开展多次交流研讨，深入红岩村、白公馆和渣

滓洞等革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重温“狱
中八条”，弘扬“红岩精神”，感悟信仰的力量、使命的力量，接
受了一次思想升华和政治洗礼。大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
良好的精神状态，学得扎实、学得深入，学出了高质量、学出
了好效果。

6月15日，读书班用一整天时间开展交流研讨。大家紧
密结合参加集中自学和专题报告的收获，把自己摆进去、把
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谈体会、谈认识、谈打算。

陈敏尔在讲话中说，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
义。党中央提出的“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
求，根据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的是党内存在的突
出问题，结合的是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要求，具有很强的指
导性、针对性。我们要深入领会、自觉践行，做到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努力达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
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要
坚持统筹兼顾，持续深化学习，以学习打头、以学习贯穿、以
学习带动，把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
起来，把开展主题教育与做好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
合起来，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唐良智说，此次读书班是一次扎扎实实的理论学习、一
次触及灵魂的政治洗礼、一次凝心聚力的精神淬炼、一次生
动深刻的党性教育，为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夯实了思想基础，
更为我们推进工作明确了具体思路。市政府党组将认真对
标对表，对发展思路和工作举措再完善再细化，对能力素质
和工作作风再强化再提升，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
进。 （下转2版）

思想“再充电”精神“再补钙”工作“再加油”
—— 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综述

本报记者 罗静雯 张莎 颜若雯

以实际行动践行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