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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9月9日下午主持召
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来中央确定的各项改革任务，前期重
点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重点在全面推
进、积厚成势，现在要把着力点放到加强系统
集成、协同高效上来，巩固和深化这些年来我
们在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
新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推动各方面制度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
发展的意见》、《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
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减轻中小
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
若干意见》、《关于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
的指导意见》、《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
方案》、《关于加强科技创新支撑平安中国建
设的意见》、《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暂行规定》、《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会议指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
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径。要顺应技术革命、产业变革、消费升级的
趋势，深化业务关联、链条延伸、技术渗透，探
索新业态、新模式、新路径，推动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相融相长、耦合共生。

会议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要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制度
化的长期稳定发展环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
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
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推动民营企
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强化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以共
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大力优化贸易结构，推
动进口与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贸易与
双向投资、贸易与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国际国
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
度融合。

会议强调，促进劳动力和人才有序社会
性流动，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是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破除妨碍
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创
造流动机会，畅通流动渠道，拓展流动空间，
健全兜底保障机制，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
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下转2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加 强 改 革 系 统 集 成 协 同 高 效
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1周年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
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值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71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向委
员长同志并通过你，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朝鲜人民致以热
烈的祝贺和诚挚的祝愿。

习近平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1年来，朝鲜
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
断向前发展。相信在以委员长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
鲜社会主义事业定将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传承和弘扬中朝传
统友谊，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更大发
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祝朝鲜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
康。

习 近 平 就 朝 鲜 国 庆 71 周 年
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在国家
图书馆建馆11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给国图8位老专家回信，向国图全体
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希望国图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你们离退
休后仍心系国图发展和文化事业，体
现了你们对“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初
心的坚守。

习近平强调，110年来，国家图书
馆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一代代国图人为此付出了智慧和
力量。在此，我向国图全体同志致以
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
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
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希望
国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
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国家图书馆创设于1909年，目前馆藏文献总量近4000万
册件，年接待读者超过500万人次。不久前，丁瑜、薛殿玺等8
位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了老一代国图
人见证国家图书馆随着祖国繁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自豪，对坚
守初心、推动新时代图书馆事业扬帆再起航的坚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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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瑜、薛殿玺等同志：
你们好！来信收悉。你们离

退休后仍心系国图发展和文化事
业，体现了你们对“传承文明、服
务社会”初心的坚守。

110年来，国家图书馆在传
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一代代国图人为此
付出了智慧和力量。在此，我向
国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
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
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希望国
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
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再立新功。

习近平
2019年9月8日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回 信

本报讯 应新加坡政府、菲律宾民主人民
力量党、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党邀请，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将于9月10日
至19日率中共代表团访问上述三国。

陈敏尔将率中共代表团访问亚洲三国

本报讯 （记者 张珺）9月9日，市委书
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来
渝深化合作的新加坡凯德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李志勤一行。

市领导吴存荣、王赋，凯德集团（中国）总
裁罗臻毓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欢迎李志勤一行来渝，赞
赏凯德集团积极投资重庆，对重庆来福士项
目购物中心开业表示祝贺。陈敏尔说，重庆
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区位优势
独特、战略地位重要。习近平主席今年视察
重庆时，要求我们用好“四大优势”、发挥“三
个作用”，赋予重庆新的重大使命。我们全面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加

快建设出海出境大通道，构建内陆国际物流
枢纽支撑，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努力在西部
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是中新两国共建“一带
一路”的重要载体，是重庆与新加坡深化合作
的桥梁纽带。在项目的引领和带动下，重庆
与新加坡经贸合作日益紧密、渐入佳境。我
们将积极支持重庆来福士项目建设，努力提

供良好环境和优质服务。希望凯德集团精心
策划项目内容，集聚全球优质资源，在科技创
新、产城融合、交通物流等领域深化与重庆的
务实合作，带动更多新加坡企业来渝投资兴
业，实现共赢发展。

李志勤感谢重庆为来福士项目建设及
凯德集团在渝发展提供的大力支持。他说，
重庆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运营中心，发展势

头强劲，我们对重庆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重
庆来福士是凯德集团全球投资最大的项目，
将全力以赴做好项目招商和运营，让来福士
成为中新合作的精品工程、重庆对外开放的
示范窗口。凯德集团将继续把重庆作为企
业战略布局的重点，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大
成果。

凯德集团、市有关区和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
新加坡凯德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志勤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9月9日，我市
举行第35个教师节庆祝表彰座谈会。会议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传
达陈敏尔书记关于教育教师工作的批示。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
强调，教师节一年只有一天，但尊师重教必须
365天，要更加重视教育、真诚关心教师，弘扬
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以实干实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领导胡文容、屈
谦，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周旬、校长张宗益出席
会议。

会上表彰了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个人。

部分先进代表在会上发言。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书

记，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衷心
祝贺，向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感谢他们为重庆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的重要贡献。

唐良智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围绕尊师重教多次发表重要论述，指出“教

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
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
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今年4月，总书记视察重庆时，第一站就到了
石柱中益乡小学，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既充
分体现了对农村教师队伍的关心，也指明了
成为好老师的努力方向。

唐良智说，教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

职业之一，也是最伟大、最神圣的职业之一。
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把教师队伍
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体现了我们党念兹在兹
的教育情怀，彰显了我们国家尊师重教、崇智
尚学的价值追求。要始终坚持倡导全社会尊
师重教，营造浓厚的尊师重教文化氛围，将尊
师、爱师、敬师转化为自觉行动。

（下转3版）

唐良智出席我市第35个教师节庆祝表彰座谈会时强调

教师节一年只有一天 尊师重教必须365天

本报讯 （记者 李幸）9月9日，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
碑配套建设项目揭幕仪式在渝中区人民公园举行。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仪式并讲话，
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主持仪式，全
国政协原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
出席仪式。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出席并致辞。市领导李静、屈
谦参加仪式。

九三学社中央现任及历任副主席、各省级组织负责人，九
三学社创始人后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九三学
社市委会现任及历任主委、副主委，市委统战部、渝中区负责
同志等参加仪式。

武维华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向给予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
念碑配套建设项目大力支持和帮助的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
和市委统战部、中共渝中区委、区政府等有关方面表示衷心感
谢。他说，在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周边建设配套项目，就
是为了进一步提升纪念碑的历史文化内涵，更好地利用这个
旧址来进行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教育，让广大社员有一个
追寻初心和瞻仰先贤风采的精神家园。希望全社各级组织和
九三社员要饮水思源、牢记初心，扎实推进“不忘合作初心，继
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夯实团结奋斗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 （下转3版）

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
配套建设项目在渝揭幕
武维华出席并讲话 邵鸿主持

9月9日，綦江区东溪镇福林学校唐
家村小，林凯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在学校
附近的田间上课。

林凯因病截去了左前臂，却依然坚
守在这个大山深处的乡村学校，今年是他
独臂支撑三尺讲台的第十六个年头。

记者 龙帆 摄

独臂支撑
三尺讲台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为向社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9月11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在北京举行以“在推
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为主题
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
场将同步举办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市发展成就展示活动。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将作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
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鸣将围绕上述主题作介绍，并答
记者问。

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农业农村委、市生态环
境局、市商务委、市科技局等有关单位将介绍情况。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11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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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老师！

一次次讲话高瞻远瞩，一声声问候温暖人心，一封封书信情真意切……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怀和激励下，广大教师不负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
望，为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奋斗

凝心铸师魂 立德育新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教师队伍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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