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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 12月 13日电 中共
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中央军委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仪式。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出席仪式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馆集会广场庄
严肃穆，现场国旗下半旗。广场西侧巨
大的“灾难墙”上，灰黑的底色映衬着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14
个白色大字。约1万名各界代表胸前佩
戴白花，静静肃立。

9时 58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步入仪式现场，站在各界代表方阵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18名
礼兵肩枪齐步行进至公祭台两侧伫立。

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军乐团演奏
《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国歌唱毕，

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同一时
间，公祭现场和南京全城拉响防空警报，汽
车、火车、轮船汽笛齐鸣，行人就地默哀。

默哀毕，军乐团演奏《国家公祭献
曲》，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礼兵抬
着8个花圈，缓步走上公祭台，将花圈敬
献于“灾难墙”前。80名南京市青少年
代表宣读《和平宣言》。

之后，俞正声发表讲话。他表示，今
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为的是深切缅怀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缅怀惨遭日本侵略者
杀戮的所有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
族英雄，缅怀同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
侵略者献出生命的国际战士和国际友
人，宣示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庄严表
达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俞正声指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
能更好开创未来。战争是一面镜子，能

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日本军国
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
巨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伤
害。中日两国要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
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共同为人
类和平作出贡献。

俞正声强调，和平需要国际社会共
同努力，需要大家一起坦诚面对历史。
为了和平，世界各国人民要同心协力，共
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
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共同推进人类
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俞正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征程上，中
国人民将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坚
强领导下，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
生活。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据新华社江苏徐州 12 月 13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
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
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理解和精准
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实际扎扎实
实贯彻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紧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要求，推动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冬日的苏北，寒冷中依然生机勃
勃。12月 12日至 13日，习近平在江苏
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陪同下，深
入徐州市的企业、农村、革命纪念馆，就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当前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进行考察调研。

12日，习近平从北京到达徐州后，首
先考察了徐工集团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集团的前身始于1943年创建的八路
军鲁南第八兵工厂，近年来自主研发的多
种重型机械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产品销

往世界，同时在国家开发智能制造、参与
军民融合发展、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等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习近平结合展板详细
了解企业经营发展、自主创新、国际合作、
人才培养、党的建设等情况，肯定企业继
承红色基因、适应时代发展取得的成绩。
他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要按照党的十
九大部署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
营管理水平，使国有企业成为贯彻新发展
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成为我
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习近平来到公司起重机底盘装配车
间，察看智能生产线，了解智能拧紧系统、
数字化装配工艺及新下线的全地面起重
机成品的生产流程和技术要领，观看工
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操作演示，听取企
业实施制造业服务化和大数据远程服务
的情况汇报，同现场工人亲切交流。他
还饶有兴致地登上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的

XCA220型全地面轮式起重机驾驶室，
向技术人员详细询问技术创新细节和操
作流程。习近平指出，必须始终高度重
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
要抓好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
脊梁，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
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
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创新
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很多核心技
术是求不到、买不来的。落实党的十九
大关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的重大决策，实现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
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必须有
信心、有耐心、有定力地抓好自主创新。
国有企业要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生力军，瞄准国际标准提高发展水
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习近平勉励徐工集团着眼世界前
沿，努力探索创新发展的好模式、好经验。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屈芳）12月 13日上午，省长陈润儿主
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究2018年全省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继续坚持“三个同步”

“三个高于”，持续推进“四大攻坚”，统筹抓好各项工作，
切实把经济工作重点转到高质量发展上来。

会上，省发改委作了汇报，统计、工信、财政、人社、
住建、农业、商务和金融办等部门补充发言。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的发展任务，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
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发展转型明显加快，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人
民生活持续改善。

会议强调，做好2018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我们既
要看到外部环境、宏观政策、企业主体、市场活力等方面
的诸多有利条件，认识到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
期；又要看到发展方式落后、结构矛盾突出、增长动能不
足、风险隐患增加等突出问题，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

会议要求，做好2018年经济工作，要牢牢把握阶段
特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真正把工作重点从追求高速
度增长转到高质量发展上来。要持续打好农村脱贫、国
企改革、环境治理、转型发展四大攻坚战役，为构建现代
化经济体系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增强动力。要统筹抓
好六项重点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发展质
量效益；深化改革开放创新，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防范金融风险隐患，筑
牢金融安全底线；切实保障改善民生，着力增进人民福
祉；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努力谱写中
原更加出彩新篇章。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翁杰明，副省长徐济超、王
铁、张维宁、舒庆、徐光、戴柏华，省政府秘书长朱焕然出
席会议。③7

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

◀12月 13日上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南京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仪式。习近平、俞正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仪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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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刊发

了习近平总书记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在光

明日报发表的《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

代前列》一文。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并阐释了“红船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

党的源头精神。当前，学习这篇文章、重

温“红船精神”，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推动党的十

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具有重大意义。

要把握深刻内涵，始终铭记“红船精
神”。总书记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

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

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

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

神’的深刻内涵。”这一论断，深刻阐述

了共产党人红色革命文化的内核，体现

了我们党的建党精神、革命精神。其

中，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

“红船精神”的灵魂，标注了中国共产党

的动力之源；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

斗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支柱，标注了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立党为公、忠诚

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本质，

标注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总书

记在文章中指出，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

伟大的革命精神，“红船精神”正是中国

革命精神之源。可以说，“红船精神”同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

坡精神以及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

一道，共同构成我们党的强大精神力

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具有超越时空的恒

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折射了习近平

总书记融入血脉的红色家风与革命家

教，凝结着习近平总书记丰富的实践

经验与深刻的理论思考，昭示着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红色

底色与形成理路。我们要深刻把握

“红船精神”的丰富内涵，牢记这一永恒

思想丰碑，不断从中汲取信念的力量、

真理的力量、奋斗的力量、奉献的力量，

体现在坚如磐石忠诚党的信仰上，体现

在不折不扣践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上，体现在坚定“四个自

信”、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党的领袖和核心地位上。

要认识时代意义，持续传承“红船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船所代表和

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

明灯。96年来，“红船精神”一直激励和

鼓舞着我们党坚持站在历史的高度，

走在时代的前列，勇当舵手，引领航向，

不断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

一个胜利。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

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以刮骨疗

毒的气魄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必须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推进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传承“红船精

神”，重温共产党人烽火岁月里的革命

斗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是应对各种

风险挑战的有力武器，是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的强大精神支撑。我们要不

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牢记总书

记“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

神’”的殷殷嘱托，传承“红船精神”的时

代基因，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

重大矛盾，让“红船精神”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要贯穿发展实践，切实践行“红船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船精神”是

具体的、历史的。新时代我们要在新的

实践中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就必须

把学习弘扬“红船精神”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有机结合起来，与即将开展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与牢记总书记“让中原更加出彩”嘱托、

开启新时代河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有机结合起来，贯穿于河南

发展实践全过程、各方面。要始终不忘

为民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带领人民创造

更加美好的生活；要牢牢扭住发展第一

要务，着力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着

力深化改革开放创新，着力改善民生补

齐短板，着力强化法治维护稳定；要坚

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毫不动摇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定不移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总之，要在“红

船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不断强化首

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努力把河南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弘扬“红船精神”不忘初心使命
努力把河南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谢伏瞻

◀12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这是12日下午，习近平在徐工
集团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亲切看望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等职工代表，鼓励他们在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争取人人出彩。 新华社发

擦清历史的镜子
走好未来的路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国家公祭仪式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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