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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法文、俄文、阿
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
文及中文繁体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
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由中
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
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
年10月18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
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
示、贺信等92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
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
为19个专题，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统
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

进展的伟大实践，集中展示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
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
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
文、英文版自2020年6月出版发行以
来，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高度关注和广
泛好评，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
挥了重要作用，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
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文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多语种版
的出版发行，对帮助国外读者系统了
解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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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多语种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9月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
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中文建交30周
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文建交
30年来，两国关系健康快速发展，政
治互信日益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深
入，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沟
通配合，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
利共赢的典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两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谱写了
新的友好篇章。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
系发展，愿同苏丹陛下一道努力，以今
年建交30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
通，深化抗疫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推动中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
新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哈桑纳尔在贺电中表示，中国是
文莱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合作取得积
极进展。文方感谢中方对文莱应对新
冠疫情给予支持和帮助，愿同中方深
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和两国
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
就中文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 烈士纪
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
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同
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
红旗高高飘扬。广场中央，“祝福祖国”
巨型花篮表达着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美
好祝愿，花篮上“欢度国庆”的字样分外
醒目。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北侧
两组花坛上镶嵌着白菊、康乃馨等鲜花
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
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

临近10时，习近平、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
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
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悠远而嘹亮的乐

声讲述着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
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60名三军
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
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10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
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
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
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
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

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
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
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
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熠熠生辉。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
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
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
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盛放的
百合、挺拔的红掌、轻盈的文心兰，寄托
着对人民英雄的无尽思念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
带。接着，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
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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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砥砺奋进，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今天，我们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也依次走到
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
席和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
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
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
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全国“两优一先”
获得者代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首都各界群
众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英雄浩气万古长存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9月30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这是习近平整理花篮上的缎带。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9月30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缅怀革命英烈，砥
砺初心使命。9月30日，我市在歌乐山烈士陵园隆重
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铭记英
烈功勋、弘扬革命精神，凝聚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的强大力量。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副书记
吴存荣等同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出席。市委副书记、市
长唐良智主持。

烈士浩气长存，英雄永垂不朽。歌乐山下，松柏
环绕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五星红旗鲜艳夺目，烈士
群雕巍然耸立。全市各界代表手持鲜花，面朝烈士墓
列队肃立。

9时30分许，敬献花篮仪式开始。
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人们齐声高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
哀。默哀毕，少先队员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嘹亮歌声久久回荡。

现场，摆放着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驻渝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市各民主党派、
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市各人民团体、各界群众，老
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我市少先队员敬献的9个
花篮。花篮的红色缎带上写着“英雄烈士永垂不朽”。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
篮，缓缓前行，将花篮轻轻放在烈士墓前。陈敏尔、唐良
智、王炯等迈步上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细心整理缎
带。随后，陈敏尔等缓步绕行，同社会各界代表一起瞻
仰烈士墓，献上手中的鲜花，表达对英烈们的深切缅怀。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
志，重庆警备区、市高法院、市检察院、重庆大学、武警
重庆总队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区、市级有关部门和单
位负责同志，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社会各界代表，驻渝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官兵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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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9月
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陕西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致第18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
务与投资峰会贺信精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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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副
书记吴存荣，市委常委出席。市政协党
组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市领导列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
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
新时代人才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
论性，是指导新时代人才工作的纲领性
文献。要深入把握做好新时代人才工
作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人才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推动科教兴市
和人才强市，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深
入把握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
略新举措，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八个坚持”，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
见效。要深入把握新时代人才工作的
总体要求，坚持党管人才，坚持“四个面
向”，不断开创全市人才工作新局面。
要深入把握新时代人才工作的目标布
局，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加快建
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作出
贡献。要深入把握新时代人才工作的
重点任务，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打造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
队，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要深

入把握加强党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的
重要要求，完善人才工作格局，加大人
才发展投入，共同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全市广大人才要心怀“国之大者”，继承
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
民的优秀品质，更好担负起时代赋予的
使命责任。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
展和安全，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牢牢把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
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要持续抓好生态文明
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
做好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更好地发挥
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
推动发展的作用。要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
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要大力发展体
育事业，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提高竞技
体育发展水平。

会议指出，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突出重
点区域、重点内容，提升内陆开放高地
能级和城市国际化水平，为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要
持续提升陆海新通道战略通道效应，
发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作用，扩大对
东盟国家的全方位合作。要持续提升
各类开放平台功能，推动重庆自由贸
易试验区、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等开
放平台提档升级，切实增强要素集聚
和引领辐射能力。要持续提升开放型
经济质量，扎实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深入做好外经外贸外资工
作。要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水
平，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5G、人工智
能等领域深化合作，打造数字经济发展
升级版。

会议强调，国庆长假即将来临，全
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人民群众祥
和平安度过节日。要认真落实值班值
守，坚持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和信息
报告制度，做到在岗位、在现场、在状
态。要扎实做好市场保供，强化“米袋
子”“菜篮子”保障，加强煤、电、油、气
供需监测和保供稳价，保障城市生产
生活有序运行。要持之以恒抓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守牢外防输入各个关口，
严格内防反弹各项措施，坚决防范疫
情传播风险，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要切实维护安全稳定，突出抓好
道路交通、旅游景区、消防、食品药品
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加强社会治安
防控，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做到廉洁
过节。

会议审议我市第六届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名单。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全市人才工作和国庆假期工作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人民日报社论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二周年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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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 9月 30
日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
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
周年。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与近500位中外人士欢聚一

堂，共庆共和国华诞。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

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主席台上方
国徽高悬，“1949－2021”的大字年号
在鲜艳的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

17时 30分许，伴随欢快的《迎宾

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
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
进行曲》，全场起立高唱国歌。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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