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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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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他强调，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
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70年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
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
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70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要展示好、宣传好新中国波
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感天动地的辉煌成就、弥足珍贵的经验启
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
不懈奋进。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观展览。
下午4时10分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来到北京

展览馆，步入展厅参观展览。展览以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题，以编年体为时间
主线，安排设计了5个部分，并体现历次党代会和重要中央全
会、五年规划（计划）等方面的跨段主线，选择150个“新中国第
一”进行展示，每10年设置英雄模范人物墙，充分运用声光电
等多媒体科技展示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新中国成立70年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实现的伟大跨
越，清晰展现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政治优势，深刻揭示新中国70年巨变背后的深刻道理。

记录开国大典历史时刻的影像，纪念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条
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的浮雕，定格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
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瞬间的照片，寓意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几
代人命运得以改变的场景，展现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在“大包
干”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的群像，反映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旧貌
换新颜的视频，显现1998年抗洪抢险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
场面，再现北京奥运会盛况的光影设计，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
座快中子反应堆模型，展现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说明，反映高
质量发展的成果，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动实践的沙
盘，展示人民军队官兵在强军目标指引下奋勇前进的展板，呈
现脱贫攻坚新进展的实景，描绘区域发展战略的地图，模拟月
球车、“天眼”等的模型，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模型，体
现全方位外交的展板…… （下转2版）

习近平在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时强调

高 举 旗 帜 团 结 一 致 锐 意 进 取
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进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观展览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9月23日，市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开幕。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轩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会议听
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重庆市物业管理条
例（修订草案）》《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

条例（草案）》《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重庆市
水利工程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重庆市节约
能源条例（修订草案）》《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
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

（下转3版）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开幕
张轩主持会议

9 月 23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
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9月23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以及近期重要指示精神，通报陈敏尔同志
率中共代表团访问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
有关情况，传达贯彻十九届中央第四轮巡视
工作动员部署会精神，研究部署全市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

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
委常委出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
志，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
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民
政协成立70周年之时，党中央召开政协工作
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标志着我们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规律性

认识达到新高度，为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
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
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埋头苦干，
开拓奋进，不断开创新时代重庆政协工作新
局面。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完善制度机
制，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结合点，把民主集中制
的优势运用好。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同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结
合起来，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
现思想上的共同进步。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
当，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全面增强
履职本领，以模范行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
风采。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全市
各级党委要把政协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参加政协重要活
动，政协党组要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

部署在人民政协得到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要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新路子，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抓好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努力在推进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要认真
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向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致
贺信精神，满怀信心把重庆各项事业发展
好。要精心组织全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活动，确保各项活动热烈、安全、有序。

会议指出，在中央统一安排下，此次出访
亚洲三国行程紧凑、内容丰富、成果丰硕，达
到了预期目的。通过出访，进一步增强了对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了对共
建“一带一路”的认识，进一步强化了服务国

家外交大局的责任感。要坚持在大局下谋划
和推动地方外事工作，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
坚决完成中央交办的外事任务，以大外事服
务大开放、推动大发展。要切实把高质量打
造陆海新通道作为扩大开放战略重点，统筹
做好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
文章，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要趁
热打铁、盯紧盯牢，抓好项目化事项化落实，
推动务实合作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扎实
开展政治巡视，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更好地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
重庆大地上。要大力推动巡视巡察高质量发
展，推进巡视全覆盖，建立上下联动监督网，
强化工作一盘棋，从严精准有效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要把巡视整改与主题教育结合起
来、与日常监督结合起来、与深化改革结合起
来，高标准抓好巡视成果运用。要加强巡视
队伍建设，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
止“灯下黑”，维护巡视公信力。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主题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中
央第十巡回督导组要求，总结运用第一批主
题教育成果，推动第二批主题教育高质量高
标准开展。要严格对标中央精神，聚焦主题
主线、落实标准要求、强化分类指导，确保主
题教育正确方向。要立足抓早抓小，切实防
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注重减轻基层负担。
要坚持开门抓教育，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着力
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谱写新时代重庆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习近平会见
伊拉克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

对我国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取得佳绩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
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

● 70年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
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70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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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9月23日是秋分日，我国迎来
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电视台农业农村频道，向全国广大
农民和工作在“三农”一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并热烈
祝贺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正式开播。

习近平指出，春种秋收，天道酬勤。农业根基稳，发展底
气足。“三农”领域的成就，是全党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是广大农民和农业战线工作者辛勤劳作的结果。在此，向
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一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
候。 （下转2版）

在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
“三农”一线的同志表示诚挚问候

祝贺中央电视台农业农村频道正式开播

记者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采访了解到，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
以来，四省市充分借鉴运用第一批
主题教育成功经验，迅速将第二批
主题教育部署到基层，严督实导、整
体推进，学做结合、查改贯通，坚持
做实功、重实效，呈现良好态势。

严督实导，整体推进
重庆市9月8日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
暨第二批部署会议，总结第一批主
题教育成效、做法和经验，对开展第
二批主题教育做出具体部署。结合
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特点，重庆市
在制定“一个实施意见”的基础上，
专门分别制定了区县领导班子、高
等学校以及基层党组织开展主题教
育的三个具体工作方案，分层分类
提出不同的目标要求。

云南省坚持从实际出发，改进
组织指导方式，制定《第二批主题教
育省委指导组组建方案》，将第一批
主题教育16个巡回指导组增设为
21个指导组，分别向16个州（市）
各派出1个指导组，向驻昆24所高
校派出5个指导组，保证督促指导
全覆盖，增强主题教育效果。

贵州省88个县（市、区）、55所
高等学校组建巡回指导组1225个，实现指导工作全覆盖、落
到底。毕节市和湄潭县等地还制定了村（社区）、国有企业、
公立医院、中小学校、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等分
领域实施方案或指导意见，强化精准指导。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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