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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生日快乐！
1949-2019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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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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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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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迎风招展。广场两侧，巨型主题景观雕
塑“红飘带”分外引人注目。巍然耸立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镶嵌着
用白色菊花等编织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
全国人民对英烈的深切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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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碑前，40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

花，列队肃立。他们中有年逾九旬的老战
士、老同志，有胸前佩戴着红飘带的烈士亲
属，有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代
表，有参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
代表，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10位小号手

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而嘹亮的
号声，让人们仿佛置身风云激荡的历史岁
月。

70载砥砺奋进，70年波澜壮阔。在中
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开创
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向着“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昂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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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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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并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30日晚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新的
征程上，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紧密团
结在党中央周围，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
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增
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
方面的大团结，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成一
往无前的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李克强主持招待会，栗战书、汪洋、王
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招待会。
4000余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新中国
70华诞。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光璀璨、鲜花吐
艳，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气氛。主席台
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2019”年
号在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
近平等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庄严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在嘹亮的号角声中，习近平走上主席
台，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
全国各族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向中国人民
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
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台湾同胞和广大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
候；向支持和帮助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
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70年来，在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勇于探索、不
断实践，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
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人民意气风发
走在了时代前列。70年来，中国人民发愤
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
展成就，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
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书写了人
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70年来，中国人
民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
平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
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
崇高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强调，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
结就是力量。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
办事。我们相信，有祖国的全力支持，有
广大爱国爱港爱澳同胞的共同努力，香
港、澳门一定能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进
步、明天一定会更好。我们要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造福
两岸同胞。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
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
力都无法阻挡的。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
道路，坚持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人民一
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与
发展的阳光普照全球。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
民，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华文明是
伟大的文明。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
穷期。我们坚信，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
史、创造了新中国70年伟大成就的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新征程上，必将书写出更新更美的
时代篇章。

在喜庆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
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祝福
中国繁荣富强，祝愿中国同世界各国友谊
长青，共创幸福美好未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记者靳林杰

本报讯 鲜花献英烈，哀思祭忠魂。
9月30日是我国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昨
日上午，我区举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
仪式，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
烈。

北干山顶，青松翠柏掩映下的萧山革
命烈士陵园格外肃穆，庄严的烈士纪念碑
巍然屹立。佟桂莉、裘超、赵立明等区四

套班子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怀着无比崇
敬的心情来到纪念碑前，静静肃立。

9时整，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伴随着
雄壮高亢的《义勇军进行曲》，区领导同现
场各界代表齐声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
场肃立，向革命先烈默哀。随后手持鲜花
的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高唱《我们是
共产主义接班人》。

在《献花曲》低沉悠扬的旋律中，佟
桂莉、裘超、顾春晓、金孝平、俞志仁缓
步走向纪念碑，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

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区四套班子领
导和社会各界代表面向纪念碑深深三
鞠躬，并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
士纪念碑，寄托深切哀思，表达崇高敬
意。仪式结束后，区四套班子领导、市
管领导参观了革命烈士纪念馆。

仪式由赵立明主持，区四套班子和有
关方面领导，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代表，部分机关干部、驻萧部队官兵、公检
法干警代表，共青团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等
共400余人参加敬献花篮仪式。

我区举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记者施丹丹

本报讯 昨日，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第一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和
省市教育大会精神，研究当前及今后一个
时期我区教育工作。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区委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佟桂莉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
导赵立明、赵文虎、陆志敏、陈琴箫参加。

佟桂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提出了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我们一
定要全面学习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
质，积极贯彻全国和省市教育大会精
神，确保我区教育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
方向前进。要切实提高站位，健全党委
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
责的教育领导体制，把党的教育方针贯
彻到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要融入中

心工作，把教育事业的发展放在萧山
“深度融入大杭州，主动接轨长三角，高
质量打好‘一二八’组合拳”的大格局上
去思考去谋划，努力把教育办好、办优，
真正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立德
树人，准确把握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六个下功夫”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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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桂莉强调，要突出重点，精准施
策，持续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
续加大教育投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
发展位置，政策上优先考虑、资金上优
先保障、项目上优先安排；推动教育改
革创新，加速推进机构改革，加快推进
集团化办学和教育信息化，全面推行学
校代建制，优化激励机制，办好职业教
育；着力补齐教育短板，加大优质学前
教育资源供给，提升随迁子女学校的办
学水平。要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切实

担当起建设美好教育的责任和使命。
加强组织领导，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要切实担负起全区教育改革发展的顶
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
进、组织实施等职责，各成员单位要各
负其责、紧密配合，秘书组要做好综合
协调、调查研究、信息服务、督促检查等
工作；加强队伍建设，注重校长教师的
培育和引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优化
教育环境，树立积极的舆论导向，加强
对中小学生的普法教育，加强平安校园
建设，坚持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扎实推
进清廉教育、清廉学校建设，实现教育
生态的山清水秀。

会议听取了《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工作规则》《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
组工作细则》《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2019 年度工作要点》《关于深化基础教育
改革 建设“美好教育”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的起草情况。

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提高站位主动作为精准施策 持续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杨圆圆靳林杰首席记者龚洁

本报讯 国庆节到来之际，带着党
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佟桂莉、裘超、洪
松法、赵立明等区领导分多路走访慰问
了我区老干部、老党员代表，向他们送
去节日的问候与祝福。

区领导佟桂莉、陈文良、陆志敏等一
行在区老年大学看望慰问了离休干部代
表马保山、童方奎。市委常委、区委书记
佟桂莉关切地询问了老干部们的身体状
况和生活情况，并与他们促膝相谈，详细
了解他们当年在萧山的工作生活经历。

“感谢两位老同志多年来为萧山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国庆来临之际祝你
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佟桂莉说，老党
员、老干部为萧山发展奉献了最好的青
春年华，是萧山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
不能忘记他们，他们身上的革命传统和
优良作风，值得大家尊敬和学习。同时，
佟桂莉叮嘱区委组织部、区委老干部局
等有关部门要切实关心离休干部的生活
和身心健康，主动做好保障服务工作，把
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老党员的心坎上。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裘超一行首先来
到宁围街道丰北家园，看望慰问省级优
秀党务工作者李永光，向他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良好的祝愿。李永光在部队退役
后，先后担任过盈丰利一村主任、宁围镇
党委副书记等职务，一直以来奋斗在基
层一线。裘超感谢他为萧山发展作出的
贡献，希望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续传承和弘扬优秀党员的精神和作

风，退休后仍发挥余热，为群众多做实
事、好事。随后，裘超还看望慰问了省级
优秀共产党员郭益丰，希望他继续做好
表率，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萧山的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区政协主席洪松法来到瓜沥，看望
慰问3位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
员——周来新、朱重庆、王鑫炎，感谢他
们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
懈奋斗。在周来新家中，洪松法亲切询
问他身体状况，叮嘱多保重，希望继续
关心支持党委政府工作，多宣传引导，
多反映民声。洪松法对朱重庆、王鑫炎
两位企业家扎根萧山、回馈乡里的精神
表示赞赏，希望他们为萧山赶超跨越发
展勇挑重担，为当地百姓谋福祉，把航
民这张金名片擦得更亮，把梅林这个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起源地建得
更好。洪松法表示，优秀党员是宝贵精
神财富，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传承发
扬优良传统，不忘初心奋勇前进。

区委副书记赵立明到瓜沥走访慰问
了两名省优秀共产党员卢建和、盛增
虎。赵立明希望卢建和在瓜沥领导岗位
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敬业奉献，履职
尽职，努力为瓜沥“三农”工作再作新的
贡献。在盛增虎家中，赵立明关切地询
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工作情况，对他在三
十年村书记岗位上始终坚持为梅林谋发
展、为村民谋幸福的做法予以赞赏，希望
梅林村现任村领导班子能继承盛增虎的
优良作风和奉献精神，团结带领全村干
部群众续写梅林新的辉煌。

区领导亲切看望慰问老干部老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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