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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推出的王红旭老师及
救命“人链”报道引发热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1日
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鼓励他
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把想
法和体会介绍给更多的人，为促进各
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主动了解
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这对了解
中国的过去、现在、将来十分有益。

习近平指出，读懂今天的中国，必
须读懂中国共产党。你们提到中国共
产党致力于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积极
援助其他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国共产党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中国共产
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

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习近平表示，中国有句俗语：百闻

不如一见。欢迎你们多到中国各地走
走看看，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同时把你们的想法和体会介绍给更多
的人，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
积极作用。

近日，来自32个国家的45名北
京大学留学生代表给习近平写信，向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致以美好的祝
福。来信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学习生活
的体会感悟，表达了对在中国共产党
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由衷
赞许，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高度认同。

习近平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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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你们主动了解

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这对了解
中国的过去、现在、将来十分有益。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
产党。你们提到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发展
经济、消除贫困，积极援助其他国家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做这些事
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政党。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
如一见。欢迎你们多到中国各地走走看
看，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同时把
你们的想法和体会介绍给更多的人，为
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作用。

回 信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6月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
长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西部地区开
发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当前和“十四
五”时期推进西部大开发等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
副组长韩正出席。

会议研究了西部大开发今年重点
工作，讨论通过了西部大开发“十四
五”实施方案。李克强说，西部大开发
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
局。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
努力尤其是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奋
力拼搏，西部大开发取得重大历史性
成就，但西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仍比较突出。既要看到西部发展的差
距，又要看到其中蕴含的巨大潜力。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更大力度推进改革
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有效保护生
态环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开创西部
大开发新局面，拓展国家持续健康发
展新空间。

李克强指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
发要继续做好改革开放大文章。市场
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国家减
税降费等政策也直面市场主体需求，
西部地区要在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提
升经济活力上增强紧迫感。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打造更优营商环境，在
便利创业、维护公平竞争、优化政务服
务上下更大功夫，降低交易和运行、流
通成本，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激发社会创造力，增强企业闯市场的
劲头，促进形成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
支撑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态势。对
接国家开放战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更有效引资引智引技，提高发展能力和
水平。

李克强说，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和新兴产
业。支持传统产业向中高端升级。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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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6
月 21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赴我市部分革命文物单
位，调研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陈敏
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
理好、运用好，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发扬光荣传统，赓续共
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以昂扬的精神状态
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市领导张鸣、王赋参加。
渝中区二府衙街70号是党在四川

最早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重庆地
方执行委员会旧址。杨闇公等革命先
驱曾在这里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
帝爱国运动，发动了泸顺起义，为党独
立领导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作了最早探
索。经过修缮和改造，这里成为中共重
庆地委相关资料陈列馆，正在举办《红
色旗帜 巴渝丰碑——中共重庆地方
执行委员会历史图片展》。陈敏尔、唐
良智认真观看展览，仔细了解马克思主
义在重庆地区的传播，以及重庆团地委
建立和整顿改组、重庆地方党组织建立
发展、早期在重庆开展革命斗争等历
史，察看文物保护修缮情况。陈敏尔
说，党在重庆早期的革命历史十分宝
贵，我们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加深领
悟，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把

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红岩村、曾家岩、虎头岩等“红色三

岩”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这里见证了决
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见证了中
共中央南方局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陈
敏尔多次参观、调研，对加强文物保护提
出要求。陈敏尔、唐良智走进修缮后的
曾家岩50号——“周公馆”，察看文物保
护、展陈提升成效，参观新整理展出的历
史资料。在听取红岩革命文物保护传承
工程实施情况汇报时，陈敏尔、唐良智详
细了解红岩革命纪念馆及周边设施改造
提升进展。通过精心保护修缮，红岩革
命文物正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陈敏尔
说，每次看“红色三岩”，回顾我们党那段
革命岁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受到
触动。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
推动红色文化不断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把红岩精神转化为推动新时代重庆改革
发展的强大力量。

抗建堂位于渝中区观音岩上纯阳
洞13号，是抗战时期宣传抗日救亡的
重要活动场所，修缮后分为抗战戏剧博
物馆和演出剧场两个部分并对外开
放。陈敏尔、唐良智走进承载着历史记
忆的旧址，察看文物保护，了解全国戏
剧界在重庆投身抗战的历史。博物馆
里，丰富的历史图片和翔实的文字资
料，讲述着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
老舍、曹禺等文艺界名人参加文化抗战
的故事，陈敏尔、唐良智听取抗战戏剧
团体、抗战戏剧创作展演情况介绍，了
解那段烽火岁月。在演出剧场，陈敏
尔、唐良智与正在排练的演员交流，勉
励他们用艺术讲好党史故事，让更多的
人了解党在重庆的斗争历史。

调研中，陈敏尔指出，革命文物承
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是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重庆
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

统，留下了丰富的革命文物。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
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坚持
硬件和软件并重，全面提升环境和内
容，更好地发挥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
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
要作用。要持续做好保护修缮，实施好
保护规划方案，做好日常养护管理，保存
好历史风貌，把革命文化更好地保护起
来、传承下去。要持续深化研究阐释，树
牢正确历史观、党史观，加强革命历史文
化的挖掘、整理，不断推出更多有深度、
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要持续抓好开发利
用，充分发挥教育引导功能，把革命纪念
场所作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基
地，让党员干部在体验中更好受到思想
教育，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参观
中更多了解党的故事，以昂扬的精神状
态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在调研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时强调

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本报讯 （记者 张珺）6月22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卫星网
络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
市长唐良智与中国卫星网络集团董
事长张冬辰、总经理杨保华一行举
行座谈并见证签约。

中国卫星网络集团副总经理范
云军，市领导王赋、段成刚、郑向东
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
府欢迎张冬辰、杨保华一行来渝推
动战略合作，向中国卫星网络集团
成立表示祝贺。陈敏尔说，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
记对科技创新工作高度重视，提出
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重庆
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我们着力推动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

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丰富拓展城
市治理应用场景，加快产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大力发展新服务、
新业态、新模式，倾力打造“智造重
镇”、建设“智慧名城”。卫星互联网
产业是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顺
应科技产业变革大势，具有广阔发
展前景。近年来重庆高度重视、加
快推动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形成
了较好的产业基础。中国卫星网络
集团是卫星互联网事业发展的领军
企业，与重庆具有高度战略契合。
希望以此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新
起点，做优做强现有优势项目，共同
打造卫星互联网研发、设计、制造、
应用和服务全产业链，积极拓展在
城市治理和民生领域示范应用，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互利共
赢。我们将持续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坚持“一企一策”，提供精准优质
服务，支持企业在渝加快发展。

张冬辰感谢重庆对中国卫星网
络集团在渝发展的大力支持。

（下转3版）

重庆市与中国卫星网络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陈敏尔唐良智与张冬辰
杨保华座谈并见证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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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重庆社会事业改革发展综述

导
读

照 亮 前 路 的 真 理 光 芒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启示录之“求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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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广大青年在乡村一线激扬青春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组织优势

引导青年人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综述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2021年6月21日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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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市各方
面先进分子踊跃申请入党。近日，全
市新党员代表入党宣誓活动在红岩革
命纪念馆隆重举行。

按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有关活动安排，“七一”前夕，我
市各区县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在革命
旧址、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党员活
动室等组织开展新党员代表入党宣
誓活动。 （下转3版）

（相关报道见3版）

我市举行新党员代表入党宣誓活动

6月19日，在红岩革命纪念馆，新党员代表举起右拳在领誓人的带领下庄严
宣誓。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山城流光溢彩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本报讯 （记者 崔曜）两江奔涌，
朝天门扬帆起航，江北嘴十屏联动——
6月22日晚上8点40分，中央电视台
新闻频道《东方时空》栏目直播重庆市
庆祝建党100周年灯光秀活动。

在3分40秒的直播中，流光溢彩

的灯光点亮全城，空中、水中、楼中，重
庆这座山水之城，用最美灯光秀表达对
党的祝福，喜迎党的百年华诞。伴随航
拍镜头，直播进入第一篇章“矢志传
承 砥砺前行”，解放碑、洪崖洞等渝中
区标志性建筑闪亮登场。 （下转3版）

6月22日晚，重庆市庆祝建党100周年灯光秀精彩上演。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6月
2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
召开市城市提升领导小组会议，研究
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建设专项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护传承
长江文化的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市

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全面推进长江
文化艺术湾区建设，注重国际范、艺
术味、烟火气、产业化，加快打造艺术
港湾、创新沃土、生活乐园，努力建设
具有国际水准、彰显中国特色、弘扬
长江文化、体现巴渝魅力的世界一流
文化艺术湾区。 （下转3版）

唐良智在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建设
专项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
注重国际范艺术味烟火气产业化
打造艺术港湾创新沃土生活乐园

聚焦首届川渝
住房城乡建设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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