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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天地英雄气，千秋
尚凛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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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
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
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国家繁荣富强的美好
祝愿，花篮上“喜迎二十大”的字样传递着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对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热切期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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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悠远
的《烈士纪念日号角》。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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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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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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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
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
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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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一心、砥砺奋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我们
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前进力量，一定能够谱写新的
更加辉煌的篇章。

少年儿童和各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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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突出贡献集体和突出贡献个人代表，首都各界群
众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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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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敬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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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习近平整理花篮上的
缎带。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 30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
C919大型客机项目团队代表并参观项
目成果展览，充分肯定C919大型客机
研制任务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他强调，
让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承载着国家意
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要充分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安全第一、质量

第一，一以贯之、善始善终、久久为功，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
加快规模化和系列化发展，扎实推进制
造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活动。

上午 10时 30分许，习近平等来到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
声。习近平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
念。习近平对大家表示，你们是国家栋
梁、英雄功臣。在你们努力下，大飞机
项目取得了可喜成就。要聚焦关键核
心技术，继续合力攻关。要把安全可靠
性放在第一位，消除一切安全隐患。大
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会见C919大型客机项目团队
代表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时强调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一以贯之善始善终
久久为功 努力实现我国高端装备制造更多重大突破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曹忠义 李
国玉）9月 30日下午，省委书记许勤主
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通报中
央纪委关于给予宋希斌开除党籍处分
的决定，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宋希斌开除
公职处分的决定。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
央决定，将引以为戒，更加严格要求自
己，更加坚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会议认为，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给予宋希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的决定，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坚持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惩治腐败的鲜
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的强烈信号。黑龙江省委和省人大常
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组坚决拥护党

中央的决定。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以案为
鉴，深刻汲取教训，把严的主基调长期
坚持下去，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加快建设勤廉龙江。一要始终把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在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筑
牢政治忠诚，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
护”。二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
求，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

色，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三要强化
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深入落实党
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
监督的意见及省委工作措施，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置于严密监督之下。领
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权力观、地位观、利
益观，依规依纪依法秉公用权，坚决反
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管好子女、亲属
和身边工作人员，自觉净化社交圈、生
活圈、朋友圈。四要大力弘扬自我革命
精神。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
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始终保
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纠治

“四风”突出问题。严格干部教育管理
监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各
级领导干部政治免疫力，以永远在路上
的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宋希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决定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许勤主持并讲话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曹忠义 李
国玉）9月30日,烈士纪念日,黑龙江省暨
哈尔滨市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
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昌升，省政协主席黄
建盛等来到哈尔滨市道外区长青公园，
同各界代表一起，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
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
力量。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安
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省领导张巍、沈
莹、徐建国、王一新、何良军、赵忠和王永
康，省军区少将司令员范明磊参加。

秋日的长青公园内苍松翠柏掩映、
气氛肃穆庄严，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
争烈士纪念塔巍然耸立，塔身正面镌刻
的鎏金大字格外醒目，省市领导和各界
代表面向纪念塔肃然伫立，表达对烈士
的缅怀追思。

“礼兵就位”，随着一声口令，12名
礼兵迈着铿锵的步伐，行进到纪念塔前，
持枪肃立。

10时整，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烈士
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
始。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
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旋
律，嘹亮的歌声，在长青公园回荡。

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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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的《献花曲》响起，18
名礼兵抬起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驻省各部队，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哈尔滨

市各界群众，老战士和烈士亲属敬献的
花篮，正步前进、拾级而上，将花篮整齐
摆放到纪念塔基座上。

许勤缓步向前，行至纪念塔基座正
中花篮前，郑重整理花篮上的缎带，面向
花篮和纪念塔行注目礼。随后，许勤等
省市领导及各界代表缓步绕行，瞻仰烈
士纪念塔。

参加敬献花篮仪式的各界代表表
示，在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之际，举
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更具有特殊

意义，将永远牢记英雄烈士的丰功伟绩，
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不
断深化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学习，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
信念、坚守初心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加力推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参加敬献花篮仪式的还有哈尔滨市
负责同志，老战士、烈士亲属代表，退役
军人代表，省及哈尔滨市各界代表等。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奋进力量

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烈士纪念日
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

许勤胡昌升黄建盛等参加

9 月 30 日上午，省暨哈尔滨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哈
尔滨举行。 本报记者 邵国良 郭俊峰摄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薛立伟）9月
3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胡昌升主持召开
省政府党组会议，部署国庆节和党的二十大
期间疫情防控、安全稳定、值班值守等工作。

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将至，党的二十
大召开在即，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安全稳
定和值班值守等工作，是我们必须扛起的
重大政治责任。全省政府系统要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
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重要要求，按照省委常委会部署，坚
决守住安全底线，保障国庆假期和党的二
十大期间安全稳定。

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
产，落实百日攻坚，针对国庆节等特殊时
段，聚焦道路交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矿
山、城镇燃气、危险化学品及建筑施工等
重点行业领域查问题、除隐患、防事故，强

化督导检查，压实安全责任，全力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确保秋季森林
防火安全，落实落靠“三清单一承诺”和

“两书一函”工作机制，坚持以防得精准、
打得精准为核心，做到精准强化宣传、精
准排查隐患、精准配置物资、精准应急处
置，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在最短时间
内将人员物资调集到位，实现打早、打小、
打了的目标。要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
风险，继续梳理各领域风险清单，排查风
险点，做好风险评估，高度重视信访工作，
强化社会治安和网络综合治理，有效防范
经济领域风险，把隐患消除在萌芽。

会议强调，要全力做好民生保障，积
极组织“菜篮子”产品生产调度，加强节日
市场检查巡查，保证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
价；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建立健全分
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

机制，做好学校、医院、旅游景区、大型餐
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检查；加强设备设
施安全运行检查，确保水电气供应稳定。
要提级抓好疫情防控，迅速打赢省内疫情
歼灭战，存在“社会面”病例的地区要迅速
切断传播链，“清零”地区要严格做好收尾
工作；边境口岸地区要加强外防输入，做
实人员闭环管理和口岸区域封闭管理；各
地要做好常态化管理，倡导假期“少流动、
不聚集、不扎堆”；抓实校园假期疫情防
控，严格做好教职员工管控，提高学生个
人防护意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秋收生
产，确保防疫和秋收两不误。要强化值班
值守，严格执行值班带班制度，加强应急
指挥，做好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确保反应
及时、衔接畅通、处置得力、应对有效。

沈莹、王一新、李海涛、李毅、常城出
席会议。

胡昌升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等各项措施
保障国庆假期和党的二十大期间安全稳定

▲

▲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详
见
第
二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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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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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

绽放，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主
席台上方，庄严的国徽高悬，“1949－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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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致
以节日祝贺；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
和海外侨胞致以亲切问候；向关心支
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
表示衷心感谢。

（下转第二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

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
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王岐山等出席

李克强致辞 韩正主持招待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