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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7日电 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27日上午在北
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他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共同努力奋斗。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
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
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促进各民族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
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
共同体，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大会由李克强主持。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上午 10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大会首先表彰了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665个模范集
体、812个模范个人受到表彰。在欢快
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模范
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颁奖。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
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
受到表彰的模范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
的祝贺，向全国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
们，向关心和支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

各方面人士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70年前，我国各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缔造了新
中国。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
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
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
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
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
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终
结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历
史，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关系的新纪元。70年沧海桑田、波
澜壮阔，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
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
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习近平强调，70 年的成就值得自
豪，70年的经验尤须铭记。我们坚持
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
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
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中国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
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共享中华民族新的光荣和梦想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9月 2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逝
世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唁电，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对希拉克前总统不幸逝世
表示深切的哀悼，向法国政府和人民、向
希拉克前总统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希拉克前总统

是享誉世界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更是中国
人民的老朋友。他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中欧全面友好合
作、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倡导世界
多极化和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
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的不幸逝世是
法国和法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中国人民也

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好朋友。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法关系发

展，愿同马克龙总统共同努力，不断谱写
中法友好合作新篇章。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希拉克前
总统逝世向法国总理菲利普致唁电，表示
沉痛的哀悼和诚挚的慰问。

本报讯（记者 李点）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9月 27日下午在
郑州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生
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素萍、
李文慧、马懿、王保存、徐济超、张维宁、乔新江和
秘书长丁巍出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条例（修订）》，批准了《郑州市规范城市客运行为
若干规定》《开封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
例》《平顶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鹤
壁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商丘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信阳市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周口市城市绿化
条例》，关于淮阳县撤县设区、长垣县撤县设市有
关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
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出缺
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通过了人事任免事
项。7位被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进行完各项议程后，王国生作了讲话。他说，
本次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
时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
十分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是推动河南
发展的科学指引、做好河南工作的根本遵循。要
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的高度，在落实总书记对河南发展的重大
指示要求中展现更大作为，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担负更大责任，在巩固
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中实现
更大提升。要找准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创造
性开展人大各项工作，将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切实
转化为推动发展、造福人民的务实举措，全面履行
好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贡献。

王国生指出，本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检
查扶贫开发条例和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决议贯
彻实施情况的报告，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中的
薄弱环节，（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李铮）9月 27日，省
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
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
作。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会议，省长
陈润儿出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刘伟列
席会议。

与会省委常委、副省长以及郑州
市、信阳市主要负责同志结合各自工
作，交流学习体会，提出下一步贯彻落
实的具体举措。

会议要求，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要把总书记
关于河南的历次重要讲话、指示批示
精神和十九大精神贯通起来，密切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自觉主动学、融会贯通学、
联系实际学，推动学习贯彻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把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巨大动力，转
化为造福人民的务实举措。要抓住促
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在深刻

领会中把准方向、认清形势，在深入调
研中抓住重点、谋势蓄势，在狠抓落实
中补齐短板、厚植优势，以高度的责任
感使命感，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
围、干的氛围，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
摇，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在中部地区
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会议决定，将于 11月召开省委十
届十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
对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

篇章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
为动力，提高政治站位，增强风险意
识，扎实抓好国庆安保、安全生产、市
场监管等工作，抓好节日市场供应，守
护好社会安宁和百姓幸福，确保人民
群众在平安祥和的氛围中欢度国庆佳
节。

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脱贫攻坚问
题整改落实专项督查巡查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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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大地红色沃土 英雄儿女再谱新篇

■要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

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
族、繁荣各民族

■要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
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大
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

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鸣
条之战夏亡商替，牧野大战商灭周兴，
陈桥兵变大宋奠基……这里是新乡，在
汤汤母亲河的润泽下，在巍巍太行山的
注视下，自古以来就是革故鼎新、英才
辈出之地，共工治水、共和行政、蒲邑三
善、张良刺秦等历史典故皆源于此。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里更成了一片

红色的沃土。典型辈出、群星灿烂，涌
现出史来贺、郑永和、吴金印、刘志华、
裴春亮等一大批感动中国、享誉神州的
先进模范人物。独特的“先进群体现
象”，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为新乡的
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新乡从弘扬先进群体精神入手抓
党建，（下转第十二版）

省政府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
陈润儿致辞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本报讯（记者 屈芳）9月 27日晚，
省政府举行国庆招待会，隆重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礼赞伟大
祖国的繁荣昌盛，祝愿中原大地明天
更加美好。省长陈润儿出席并致辞。

陈润儿在致辞中代表省政府，向
全省人民、驻豫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
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向出席招待会的
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致以亲切问候，
向所有关心支持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
海内外友人表示衷心感谢。

陈润儿说，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

要讲话精神之际，我们齐聚黄河之滨，
共庆新中国70华诞。70年来，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
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回望共和国
70载奋进铿锵步履，我们无不为伟大
祖国的沧桑巨变而感慨，无不为伟大
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自豪。

陈润儿说，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
步，勤劳朴实的中原儿女也走过了极不
平凡的奋斗历程，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人民生活大幅改善，一个更加出彩的中

原正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回顾七十年光辉历程，历数七十年伟大
成就，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
中国。我们坚定地相信，有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亿万中
原儿女汇聚起来的磅礴伟力，有海内外
友人的鼎力支持，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
难、翻越不过的高山，就一定能在新的
伟大征程中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陈润儿最后说，亿万河南人民将
牢记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的殷切嘱

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在中部地区
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孙守刚、黄强、陈兆明、徐济超、张
亚忠出席招待会。

部分“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代
表，红军后代和革命烈士家属代表，

“黄河友谊奖”获奖者代表，以及在豫
工作的国际友人、华人华侨、外国专
家、港澳台同胞代表和各界人士代表
等参加招待会。③5 □薛世君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调研时

强调，第二批主题教育层级下移，线长

面广。要注重分类指导，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注重减轻基层负担，注重

开门抓教育，注重解决群众最

急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切实

把党中央关于主题教育的各

项要求落到实处。这为我们

抓好第二批主题教育，提供了

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

检验初心使命，衡量主题

教育质量，关键就看能否解决实际问

题。第二批主题教育是在群众家门口

开展，参加单位和人员大多处在联系服

务群众的第一线。成效如何，群众的感

受更直接、更深切；“含金量”怎么样，群

众的“获得感”是重要标尺。因此，注重

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是

第二批主题教育的重中之重。

开工建设“断头路”1000 公里、42.6

万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标准得到提高、

“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行动深入推

进……我省第一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

到有效破解。枝叶总关情，行动

见初心。高标准高质量开展第二

批主题教育，各级各部门要学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精

神，总结运用好第一批主题教育

成果，突出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

进一步改进方式方法，把群众观点、群

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

行动上，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取信于

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

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1

以“获得感”检验“含金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