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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在第三
十六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
问。

习近平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全国广大教师迎难而上，奋
战在抗击疫情和“停课不停学、不停教”
两条战线上，守护亿万学生身心健康，
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在线教育，为
抗击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全国广大教师用爱心和智慧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点亮万千乡村孩子的人生
梦想，展现了当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
和责任担当。

（下转2版）

在 教 师 节 到 来 之 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不忘立德树人初心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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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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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值此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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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习近平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成立72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
下，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近年
来，委员长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贯彻

新战略路线，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积极推
进对外交往合作，取得重要成果。作为
友好邻邦，我们对此感到由衷高兴。

习近平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是两
党、两国、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我同委员长同志多次会晤，达成一系列
重要共识，引领两党两国关系进入新的
历史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双
方相互支持帮助，中朝友好进一步深
化。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愿同委
员长同志一道，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
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祝朝鲜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就朝鲜国庆72周年
习近平向金正恩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
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4日同德国总理默克
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共同举行中德欧领导人会晤。会晤将以视频方式举行。

习 近 平 将 同 德 国 、欧 盟 领 导 人 共 同 举 行 会 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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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9月9日下午
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研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
系建设问题，研究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
财经委员会会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流通
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
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
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要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
建设，发展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完
善流通领域制度规范和标准，培育壮大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为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
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
运输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畅
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应急
管理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党的
十九大以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决策
部署落实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构
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

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
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
的重要方面。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更
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
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
促进财富创造。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
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国家骨干
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业态新
模式不断涌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
设，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著改
善。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流通
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国流通体
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存在不少堵
点亟待打通。

会议指出，要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
市场，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

循环，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强化竞争政策作用。要建设现代
综合运输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的交通运
输市场，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
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
设，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
流网络。要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培
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
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
合，加强标准化建设和绿色发展，支持
关系居民日常生活的商贸流通设施改
造升级、健康发展。要完善社会信用体
系，加快建设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立
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要强化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多
直达各流通环节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

（下转2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在第三十六个教师
节来临之际，9月9日，市委书记陈敏尔来到重庆大学
调研学校发展，看望教师并为师生作形势政策报告。他
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
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陈敏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推动办学水平迈上新
台阶，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市领导王赋、屈谦参加，重庆大学党委书记舒立春、
校长张宗益汇报学校有关工作情况。

重庆大学主教学楼会议室内气氛热烈。陈敏尔召开
座谈会，同重大师生代表交流，为大家作形势政策报告。
周绪红、张邦辉、付乾、李晔、李永毅、袁利、王一唱、刘森
昊等师生代表纷纷发言。

陈敏尔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同大家交流讨论。他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
多次发表重要讲话。9日，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
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对
广大教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决战脱贫攻坚中作出的
重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对做好教育工作寄予殷殷嘱托，
对各级党委、政府关心关爱教师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
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推动重庆教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

陈敏尔指出，今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全市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
力以赴战疫情、战复工、战贫困、战洪水，各项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这些成绩的取得，最根本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科学决策，也离不开全市上下同
心同德、共克时艰。这既是一场大战大考，也是一堂生动
大课。要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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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更加坚定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

陈敏尔指出，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
官、即将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阶段。全
市高校要积极对接重庆“十四五”目标任务，围绕推动产业
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等重大战略，进一步优化学科设置，提
升科研水平，抓好人才培养，积极参与融入西部（重庆）科
学城建设，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重庆大学要在
高校“双一流”建设中提升综合竞争力、突出鲜明特色性，
努力做到既有“重”的地位、更有“大”的作为，在全市高校
发展中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效应。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
重视教育事业发展，满腔热情关心教师，为学校发展提供
有利条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陈敏尔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
作为中心环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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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
9 月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
年座谈会、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市
委常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充分肯定了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全面回顾了
抗疫斗争的不平凡历程，深入概括了伟
大抗疫精神，阐述了抗疫斗争取得的重
要启示，对进一步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有高度、有新意，思想
性、指导性很强，温暖人心、鼓舞人心。
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结合实际深
入贯彻落实。

会议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指挥、亲自部署，以非常之举应对非
常之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
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
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
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实践充分证
明，党有核心才能万众一心。有习近平
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有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我们就有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的定海
神针和根本保证。全市上下要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确保完成决胜
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要
继续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决
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
尽弃。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努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
来、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要加快
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弱项，为保障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夯实制度保障。
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

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要认真做好我
市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工作，更好
地激励和引导全市人民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会议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
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
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
的精神财富。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把握抗日战
争伟大胜利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启示，以
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
平。要深入领会把握伟大抗战精神的
丰富内涵，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宣传，高度
重视我市红色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
用，与时俱进讲好红色故事，厚植爱国
情怀，凝聚起推动新时代重庆发展的强
大力量。要深入领会把握伟大抗战精
神的重要要求，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
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
扬斗争精神，把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奋

进新时代、迈步新征程的实际行动。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精神，
不断深化服务贸易开放合作，加快培育
新的增长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
更加重视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充分发
挥中国（重庆）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平台作
用，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大力
发展国际金融、国际信息、国际旅游、国
际物流等，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
充分激活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动能，顺应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快
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精心办好2020
线上智博会，深度参与数字领域国际合
作，引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要持续营
造服务贸易发展良好生态，优化政策环
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不断提升贸易
便利化水平，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会议还审议了我市构建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实施方案。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9月 9
日，市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
次常务会议，研究建立完善“一区两群”
区县协同发展机制、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治理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推动“一区两群”协调发
展，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
讲话精神、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重要任务。建立完善“一区两

群”区县协同发展机制，有利于更好地
发挥主城都市区在双城经济圈建设中
的极核作用，更好地带动“两群”加快发
展。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区县协同发
展，在助推脱贫攻坚、产业发展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完善协同发展机
制，加快推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下转2版）

市政府召开第111次常务会议
唐良智主持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9月9日晚同乌拉圭总统拉卡
列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乌拉圭是最早向中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达声援和提供援
助的拉美国家之一。中方始终心系乌
拉圭人民抗疫斗争。中国中央政府、有
关省市、社会各界向乌方提供了抗疫物
资援助，并分享防控经验。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本着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走团结
合作之路。中方将继续同乌方开展抗
疫合作，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
用，携手早日战胜疫情，共同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乌拉圭是中国在拉美
地区值得信赖的好朋友，两国一贯相互
理解、相互支持。2016年中乌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
深，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国将全面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这将为包括乌拉圭在
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和发展

机会。中方愿进口更多符合市场需求
的乌拉圭优质农牧产品和高附加值产
品，积极打造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新
的合作增长点，欢迎乌方参加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双方要推进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文化、教育、体
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中乌友好民意
基础。双方要以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为
契机，坚定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经济
全球化。希望乌方为推动中国同南方
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合作以及中拉关系
发展和中拉整体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拉卡列表示，我高度赞同习近平主
席对当前国际形势的重要论述和理念，
钦佩中国抗疫取得的伟大成就。当前
形势下，各国唯有保持开放，加强团结
合作，才能更好维护共同利益。乌中是
好伙伴，遥远的地理距离从来没有阻碍
两国友好关系发展。乌方希望充分发
挥两国经济互补性，深化乌中关系，加
强两国农产品、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
领域合作。乌方愿同中方一道，维护自
由贸易，推动南方共同市场同中方加强
合作。 （下转2版）

习近平分别同
乌拉圭总统沙特国王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
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