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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
电 5月 16日出版的第10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
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
传下去》。

文章强调，革命博物
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
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
库。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
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
的生动教材，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
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
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
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文章指出，我每次到革
命老区考察调研，都去瞻仰
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
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
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
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宣示中
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
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
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文章指出，一寸山河一
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新
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
和生命铸就的。要深刻认识
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
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来之不易。我们要向革命
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
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
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事业
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
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
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
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
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文章指出，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明理，明理是增
信、崇德、力行的前提。要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
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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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道理，弄清楚其中的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要运用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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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指挥部并参加任务
的全体同志：

在迎来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天问一
号探测器着陆火星取得成功，我代表党
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你们致以
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迈出
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
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火
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这是我
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进展。你们勇于挑战、追求卓越，
使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进入世界先进
行列，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
卓越功勋！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精心组织实施
好火星巡视科学探测，坚持科技自立自
强，精心推进行星探测等航天重大工
程，加快建设航天强国，为探索宇宙奥
秘、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1年5月15日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贺 电

□本报记者 杨永芹

5月8日，“沿着高速看中国∙重庆”G50
沪渝高速-G42沪蓉高速重庆段全媒体采访
团从垫江出发，沿着G42沪蓉高速前行一段
时间后，经G515张南高速在梁平西收费站下
道，来到梁平百里竹海核心区竹山镇猎神村。

只见一排排楼房整齐划一，三两张小茶

几摆放楼前，路边鲜花盛开，远眺青峦叠
翠……猎神村祥和雅致得宛如一幅水墨画卷。

猎神村村民古文武正忙着为游客准备
午餐。“每年5月到10月，我们村就进入旅游
旺季，‘五一’假期刚过，还没来得及歇息，又
忙活起来了。”他说。

近年来，猎神村依托高速公路和生态资
源优势积极转型，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了美丽环境和
美丽经济同向而行，每年游客接待量超30
万人次。

过度开发石膏矿 一度“很受伤”
4年前，古文武还是当地一名石膏矿老板。
地处明月山百里竹海腹地的猎神村，最

高海拔1080米，是长江支流龙溪河与明月
江的分水岭，地理位置偏远，土地贫瘠。

古文武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村
民开始兴建石膏矿，他也和亲朋好友合伙办
起了一家石膏矿。

当时，村民乱砍乱采，村里大大小小的
石膏矿就有5家，10多户搞运输，每天大货
车穿行村里，村庄就像一个乱糟糟的大工
地。依靠石膏矿，村里人大多过上了相对富
裕的生活，古文武家石膏矿年营业收入达
100多万元。

然而好景不长，仅10多年时间，猎神村
生态环境就遭到严重破坏。古文武至今记
得当时村里的情景：灰尘漫天，地下水渗漏，
房屋开裂，竹林被粉尘覆盖，以至于周边村
民流行一句话：从头到脚是灰尘，一看就是
猎神人。

随着 G50 沪渝高速、G42 沪蓉高速、
G515张南高速等高速公路通车，猎神村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下转2版）

猎神村依托高速公路和生态资源优势，实现美丽环境和美丽经济同向而行——

竹林变公园 矿山变“金山”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5月15日7
时18分，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火星
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火星
探测任务着陆火星取得成功。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
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指挥部并参加任务的全体同
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天问一号探测器
着陆火星，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
一步，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

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这是我国航
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
展。你们勇于挑战、追求卓越，使我国在行
星探测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祖国和人民
将永远铭记你们的卓越功勋！

习近平强调，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精心
组织实施好火星巡视科学探测，坚持科技自
立自强，精心推进行星探测等航天重大工
程，加快建设航天强国，为探索宇宙奥秘、促
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
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天问一号
探测器实施火星着陆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
鹤在现场宣读了习近平的贺电。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16年立
项，计划通过一次任务实现火星环绕、着陆
和巡视探测。天问一号探测器于2020年7
月23日在海南文昌由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2021年2月10日成功实施火星
捕获，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火星卫星，2月

24日探测器进入火星停泊轨道，开展了为
期约3个月的环绕探测，为顺利着陆火星
奠定了基础。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
星，是我国首次实现地外行星着陆，使我国
成为第二个成功着陆火星的国家。中国国
家航天局与欧空局、阿根廷、法国、奥地利
等国际航天组织和国家航天机构开展了有
关项目合作，将共同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
对火星演化的认知、了解生命起源等贡献
智慧和力量。

（相关报道见4版）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

韩正在北京观看着陆情况

5月15日，航天科研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庆祝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成功。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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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5月14日，重庆海关发布消
息称，今年前4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2459.1亿元，同比增
长48.3%。

据介绍，前 4个月，重庆外贸出口 1534.9 亿元，增长
53.2%；进口924.2亿元，增长40.7%。其中4月当月进出口
656.6亿元，增长22.7%。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前4个月，重庆外贸主要呈现
四个特点。

一是一般贸易进出口连续11个月保持增长。据统计，4
月当月，一般贸易进出口239.4亿元，增长81.4%。二是民
营企业进出口表现突出。前4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051.5
亿元，增长94.3%。三是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
前4个月重庆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401.1亿元、389.2亿
元，分别增长30.4%、38.6%。同时，重庆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合计进出口681.6亿元，增长46.2%。四是电子信息
产品出口保持较高增幅。前4个月，笔记本电脑、集成电路
等电子产品分别出口 587.5 亿元、98.1 亿元，分别增长
38.9%、34%。

重庆今年前4月

外贸进出口2459.1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5月 15日，万盛经开区举行
2021年上半年重点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动，12个项目涵盖
电子信息、能源化工、新型材料、物流贸易、康养旅游、文化教
育等领域，总投资额160亿元。

据介绍，本次签约的12个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
年产值93.6亿元，年纳税2.1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0余
个。其中，年产5万吨高档定型耐火材料生产项目投产后，将
成为全国第二大耐火材料生产基地；由荣盛康旅投资有限公
司签约投资的万盛经开区·荣盛国际康养度假区项目，总投资
额达50亿元，将打造涵盖康养颐养地产、度假酒店、荣颐院、
现代农业产业园、旅游项目等业态的休闲旅游度假综合体；苏
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30亿元，在万盛打造西南集成
制造基地。

万盛经开区集中签约

12个项目总投资160亿元

百余场活动丰富多彩，亮点有哪些？如何网上预约、乘车出行？

观展西洽会 这些信息值得留意
显微镜下破译基因“密码”

这个实验室展示出不一样的生物世界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龚金星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我对这件事一直十分重视。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
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之前看到相关报告，我说
这件事要专门来研究一次。”

河南南阳，西依秦岭、南临汉江、绾毂中原，南水北调中线
一期工程“水龙头”“总开关”所在地。逶迤近三千里的丹江口
水库的水，就从这里起步，走中原、穿黄河、依太行、入华北。

正值初夏时节，水波浩荡，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专题

调研南水北调。
13日，在陶岔渠首，察看工程运行情况，乘船考察丹江口水

库；再赴移民新村，看一看那些为南水北调搬离故土的乡亲们。
14日，南阳宾馆，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开到中午时分。
水运连着国运。习近平总书记一席话语重心长：
“在我们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一些地方几度繁华、几

度衰落。历史上很多兴和衰都是连着发生的。要想国泰民
安、岁稔年丰，必须善于治水。” （下转2版）

“中华民族的世纪创举”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专题调研

南水北调并召开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