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祖国万岁”为主题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灯光秀”，9月21日至
10月10日在重庆上演。今晚8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东方时空》栏目将对此次主
题“灯光秀”进行现场直播。

此次“灯光秀”的“主秀场”在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等地。这是9月26日晚拍摄
的江北嘴楼宇联动“灯光秀”。 记者 崔力 摄 （详见2版）

革命，建设，改革，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沧桑岁月引人深思回味。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
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穿越70年时空，
历经70年奋斗，人间正道在历史的天空中愈
发耀眼，在世事的变迁中更加笃定。

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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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9月26日电 在大庆油田发现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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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党中央向大庆油田
广大干部职工、离退休老同志及家属表示热烈的
祝贺，并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60年前，党中央作出
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油、地质工
作者历尽艰辛发现大庆油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
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60年来，几代
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在亘古荒原上建成我
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
镌刻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大庆
油田全体干部职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断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
发展，肩负起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重大

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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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发来贺电，希望大庆油田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改革、降本增效，坚持稳油增
气、内外并举，积极培育新动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保障我国油气安全稳定供应、推动东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庆祝大会26日在黑龙
江大庆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和国务院
的贺电。

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流，
勘探发现了大庆油田，随后掀起了气吞山河、波澜
壮阔的石油大会战。60年来，大庆油田累计生产
原油近23.9亿吨，为建立我国现代石油工业体系
作出了重大贡献，孕育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习近平致信祝贺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强调

大力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肩负起
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重大责任

国务院发来贺电

值此大庆油田发现 60 周年之
际，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庆油田广大
干部职工、离退休老同志及家属表示
热烈的祝贺，并致以诚挚的慰问！

60年前，党中央作出石油勘探战
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油、地质工
作者历尽艰辛发现大庆油田，翻开了
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
的一页。60年来，几代大庆人艰苦创
业、接力奋斗，在亘古荒原上建成我国
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的卓
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丰
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为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大庆

油田全体干部职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大力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
断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肩负
起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重
大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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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贺 信

2版刊登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9
月26日，市委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四次
会议。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
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战略站位，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与时俱进完善空间规
划布局，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推动“一圈两群”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
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
局。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财经委员
会副主任唐良智，市委副书记、市委财
经委员会副主任任学锋，市领导吴存
荣、王赋、陆克华、李波、熊雪出席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研究推动成渝城市群一体
化发展和促进“一圈两群”区域协调发
展，听取全市投资工作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就推动形成优
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问
题、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问
题发表重要讲话，我们要深入学习领
会，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重庆集大
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协调发展任务

繁重。要认真领会落实推动新形势下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指示要求，把握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政策体系
和重点任务，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要认真
领会落实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
水平的重要指示要求，把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扭住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坚定不移实
施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提高产业基
础能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会议指出，推动成渝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有利于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有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战略站
位，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相关工作，携
手打造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要深入
研究推动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目
标任务、实现路径等重大问题，抓好项
目化事项化落实，着力在设施联通、产
业合作、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共建共治
等方面取得新成效。要完善推进机制，
加强规划对接和政策衔接，凝聚推动成
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强大合力。

会议指出，大力推动“一圈两群”区
域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是
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要

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谋划区域发
展，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重庆主
城区都市圈、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协同发力，努力
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发挥好“三个作
用”。要注重分类指导，抓住关键重点，
促进区域之间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
配置、产业分工协作，促进各片区各展
所长、特色发展。要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加强重大事项、重大问题的统筹协
调，做好片区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
举措的研究谋划，形成各级各部门上下
联动、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会议强调，扩大有效投资既关系当
前、又关系长远，对稳住经济基本面、培
育新的增长点至关重要。抓投资关键
是抓项目。项目建设要突出体现进度、
质量、效益理念。要围绕补短板、强弱
项，科学谋划“十四五”投资工作，加强重
大项目储备，做深做实项目库、工程包，
形成项目滚动推进的良好态势。要千方
百计化解投资难题，进一步激活民间投
资，做强工业投资，加快推进以交通为重
点的基础设施投资。要加大项目推进
力度，坚持统分结合，做到重大项目有
专班管、有专人盯，高水平做好项目前
期工作，高质量抓好项目落地实施。

会议还听取了市委财经委员会会
议议定事项落实情况的报告。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陈敏尔主持召开市委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

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唐良智出席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70

载破浪前行，70载沧桑巨变。9月26
日晚，重庆市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市委书记陈
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政协
主席王炯等，与在渝中外嘉宾欢聚一
堂，热烈祝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共同
祝愿中国明天更美好。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徐敬业，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委常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
同志，市检察院、重庆大学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

渝州宾馆锦绣厅灯光璀璨，流淌着
喜庆的旋律，洋溢着热烈的气氛。主席
台正中，含有“70”字样的标识在红色背
景的映衬下熠熠生辉，格外醒目。

17时30分许，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
大厅奏响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唐良智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人大
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代表陈敏尔书

记，向全市各族人民致以节日问候，向
长期关心支持重庆发展的海内外朋友
表示衷心感谢。唐良智说，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
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
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全
方位、开创性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
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唐良智说，伴随祖国前行的步伐，
巴渝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
前，重庆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
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划”，努力在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展现新
作为、实现新突破。70年砥砺奋进，70
年春华秋实。重庆70年的发展变化，

从一域印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取得的
伟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更加坚定了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和决心。
今天的重庆，发展潜力大、空间广、机遇
多。我们将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与海内外朋友共同建设
重庆这座“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合力
谱写“行千里·致广大”的崭新篇章。

招待会上，伴着喜悦的乐曲，中外
嘉宾举杯共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祝
福中国繁荣富强。

参加招待会的还有：外国驻渝蓉总
领事及主要领事官员，在渝访问或工作
的重要外宾、外国专家、外企代表，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代
表，华人、华侨及台胞代表，外籍教师、
境外在渝常驻记者代表，重庆市部分
区、市有关部门负责人。

中外嘉宾相聚山城共庆新中国华诞

重庆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招待会隆重举行

陈敏尔王炯等出席 唐良智致辞

庆祝新中国庆祝新中国7070华诞华诞

重庆重庆““灯光秀灯光秀””
央视今晚直播央视今晚直播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9月
26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
长唐良智，市政协主席王炯会见了参加
重庆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招待会的外国驻渝蓉总领事，并共同

观看重庆市70年经济社会发展图片展。
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领导吴存

荣、张鸣、王赋、潘毅琴参加有关活动。
陈敏尔、唐良智、王炯欢迎各位总

领事出席我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招待会，向大家对重庆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陈敏尔说，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下转2版）

陈敏尔唐良智王炯会见外国驻渝蓉总领事
共同观看重庆市70年经济社会发展图片展

本报讯 （记者 张珺）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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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福特
汽车公司执行副总裁、全球汽车业务总
裁韩瑞麒一行。

福特汽车副总裁、福特中国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陈安宁，福特汽车
亚太区副总裁、大中华区副董事长
柳青，中国兵装董事长、党组书记徐
平，市领导吴存荣、王赋、段成刚参

加。
陈敏尔、唐良智欢迎韩瑞麒一行来

渝，向福特汽车持续深化与重庆的战略
合作表示赞赏。

（下转2版）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执行副总裁韩瑞麒

中 办 国 办 军 办 印 发
《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
修缮管理维护总体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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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处理好民族关系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为重要的内

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少数
民族群众和民族地区特别关心，对民族工作高度重视，把“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推动我国民族工作进入
新时代。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
下，各族儿女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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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斗。

举旗定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

答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开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新境界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
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 （下转3版）

让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少数民族和民族工作纪实

新华社记者 王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