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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30日电 天地英
雄气，浩然壮国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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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中央，“祝福祖
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国家繁荣富强
的美好祝福。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
立，北侧花坛上，红白两色花朵组成的
花环，寄托着人们对人民英雄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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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悠远的旋
律将人们的记忆带回风起云涌的历史
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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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方阵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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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永垂
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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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随后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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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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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顺应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擘画了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向着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昂首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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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中央党校第
16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首都各界
群众代表等参加了敬献花篮仪式。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鲜花
祭先烈，壮志励后人。9月 30日上午，
省领导同省会各界代表一起在郑州烈
士陵园举行 2018 年烈士纪念日向烈
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
烈，追思英雄业绩，弘扬崇高精神。

王国生、陈润儿、喻红秋、孙守刚、
任正晓、黄强、穆为民、胡永生、王保存、
钱国玉出席仪式。仪式由马懿主持。

陵园内，松柏环绕，静穆庄严。省
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
军区，郑州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郑州警备区，河南省人民
团体，郑州市人民团体，省会各界群众
分别敬献的5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摆
放在纪念碑前，红色缎带上写着“烈士

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
9时 30分，仪式在烈士纪念碑广

场正式开始。6名礼兵迈着铿锵的步
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随着
《义勇军进行曲》庄严高亢的旋律，全
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
昂的国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
默哀毕，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

面向纪念碑，唱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
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齐致
少年先锋队队礼。

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0名礼兵
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摆放
在纪念碑基座上。王国生等省领导紧
随其后，沿台阶行至纪念碑前，驻足凝

视。王国生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
上的缎带。随后，省领导和各界代表
一起瞻仰了革命烈士纪念碑，并步行
至吉鸿昌烈士墓、雪枫亭等处，表达对
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

参加仪式的干部群众纷纷表示，
一定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烈的伟大精
神，将敬仰之情化作干事创业的磅礴
动力，积极担当作为，争做出彩河南
人，为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奋斗目标
作出新贡献。

省委各部委、省政府组成部门及直
属机构主要负责同志，郑州市有关领导
同志和省、市机关干部，省会各界群众
代表、大中小学生代表、驻郑部队官兵
代表等共约3000人参加了仪式。③8

缅怀革命先烈 追思英雄业绩

省会各界代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
王国生陈润儿等出席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门邀
请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组”全体成员参
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9周年招待
会。30日下午国庆招待会前，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下午 5时许，9名机组成员步入人民大
会堂福建厅，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纷纷向
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同大家一一握手，亲切
交谈。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在国庆 69周年
之际同大家见面。5月14日，你们在执行航
班任务时，在万米高空突然发生驾驶舱风挡
玻璃爆裂脱落、座舱释压的紧急状况，这是
一种极端而罕见的险情。生死关头，你们临
危不乱、果断应对、正确处置，确保了机上
119名旅客生命安全。危难时方显英雄本
色。你们化险为夷的英雄壮举感动了无数
人。得知你们的英雄事迹，我很感动，为你
们感到骄傲。授予你们“英雄机组”、“英雄
机长”的光荣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习近平强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
血。“5·14”事件成功处置绝非偶然。处置
险情时，你们所做的每一个判断、每一个决
定、每一个动作都是正确的，都是严格按照
程序操作的。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沉着冷
静和勇敢精神，来自你们平时养成的强烈
责任意识、严谨工作作风、精湛专业技能。
你们不愧为民航职工队伍的优秀代表。我
们要在全社会提倡学习英雄机组的英雄事
迹，更要提倡学习英雄机组忠诚担当、忠于
职守的政治品格和职业操守。

习近平指出，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
人民。把每一项平凡工作做好就是不平
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
要千千万万个英雄群体、英雄人物。学习
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就是要把非凡英
雄精神体现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体现在对
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责任意识上。飞
行工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看似平凡，但
保障每一个航班安全就是不平凡。希望你
们继续努力，一个航班一个航班地盯，一个
环节一个环节地抓，为实现民航强国目标、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习近平强调，安全是民航业的生命线，
任何时候任何环节都不能麻痹大意。民航
主管部门和有关地方、企业要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思想，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安
全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
来抓。要加大隐患排查和整治力度，完善
风险防控体系，健全监管工作机制，加强队
伍作风和能力建设，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
到岗位、落实到人头，确保民航安全运行平
稳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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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刘景澎

时间：2018年9月28日晚8时
地点：睢县脱贫攻坚指挥部
睢县县委脱贫攻坚日调度会再次

准时召开。自9月25日睢县县委、县政
府举行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誓师大会后，
调度会从周调度改成了日调度。参加调
度会的20个乡镇和19个行业部门负责
人，人手一份《睢县“回头看整体提升月”

作战任务书》，工作内容、完成时限、责任
领导、责任单位、责任人，一目了然。

“孝赡基金、公益岗位、产业奖补、金
融扶贫、到户增收，这些补贴收入要求今
天发放到贫困户手中，为什么有的还没
有落实？卡在哪里？”县委副书记龚学超
开门见山，会场气氛顿时凝重起来。

“目前3个乡镇到户增收进度目标
还没有完成，其中一个乡镇可实施项
目户数和总户数不一致，需要说明原

因。”县产业办负责人孙德福率先回
答。“两个乡镇因为明细对不住，我们
11个人正在加班排查。”睢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副主任王敏霞抢着补充。

“县里大排查发现的保障政策落
实问题，今天进度如何？”“最后安排的
一批就业奖补资金拨付程序走到哪
了？”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刘建龙、陈国
生等相继提问。

（下转第三版）

一次脱贫攻坚夜间调度会

我爱你我爱你，，中国中国

▲9月30日，漯河市源汇区受降路小学举
办主题班会庆祝新中国69岁华诞。该市通过
悬挂国旗、主题演讲比赛、主题文艺演出活动等
形式，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喜迎国庆。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9 月 29 日，洛阳市高新区华夏路社区
沿街商铺悬挂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鲜艳的国
旗让城市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⑨6
潘炳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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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扫一扫下载
河南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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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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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多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同
庆共和国华诞。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鲜花绽

放，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气氛。主席台上方
高悬庄严的国徽，“1949-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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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侨胞致以亲切
问候；向所有关心支持中国建设发展和
改革开放事业的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
谢。

李克强说，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
程，（下转第二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

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