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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國慶招待會 慶共和國成立 72 周年

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任重道遠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9 月 30 日晚，國務
共和國成立 72 周年。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
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黨和國家領導
人與近 500 位中外人士歡聚一堂，共慶共和國華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致辭中指出，前進道路上還有很
多困難挑戰，向着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任重
道遠，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他又
指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
上取得新的更大進展。

●9 月 30 日晚，
國務院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舉行國
慶招待會，熱烈
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 國 成 立 72 周
年。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致辭。
新華社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華燈璀璨，洋溢着喜慶
熱烈的節日氣氛。主席台上方國徽高

懸，「1949—2021」的大字年號在鮮艷的紅旗
映襯下格外醒目。
17 時 30 分許，伴隨歡快的《迎賓曲》，習
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步入宴會廳，全場響起
熱烈掌聲。

全國上下有力應對多重挑戰
招待會開始。軍樂團奏響《義勇軍進行
曲》，全場起立高唱國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致辭。他首先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全國各
族人民致以節日祝賀；向港澳同胞、台灣同胞
和海外僑胞致以親切問候；向關心支持中國現
代化建設事業的國際友人表示衷心感謝。
李克強說，今年我們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
立 100 周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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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人民團結奮鬥，新中國 72 年發展成就舉世矚
目，特別是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
個百年奮鬥目標，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新征程。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
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
下，全國上下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有力應對複雜嚴峻國際環境和疫情、洪澇災害
等多重挑戰，不斷深化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動
力，有效實施宏觀政策助企紓困，積極推動創
業創新壯大新動能，中國經濟持續恢復發展，
體育健兒在奧運會、殘奧會和全運會上勇創佳
績，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各項事業取得新進
步、展現新氣象。

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李克強指出，前進道路上還有很多困難挑
戰，向着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任重道

遠，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
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為指導，按照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
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要
求，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加強跨周期調節，
繼續圍繞市場主體需求實施宏觀政策，穩定合
理預期，抓好科技創新、擴大內需、鄉村振興
等重點工作，提升綠色、安全發展能力，保持
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促進經濟長期向好。改
革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也是今後推動中國
發展的根本動力。要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領
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新的更大進展。堅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兩個毫不
動搖」，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
仁，維護公平競爭，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
創造力。推進高水平、制度型對外開放，拓展

互利共贏空間。民之所望，施政所向。要以更
多貼心實策把群眾期盼的事辦好。多措並舉增
加就業崗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養老、
醫療、住房關係億萬家庭，要在保障這些基本
民生上年年有進步。努力減輕生育、養育、教
育負擔。要促進機會公平，鼓勵創業創新創
造，在勞動奮鬥中促進城鄉居民增收，在不斷
發展中持續增進民生福祉。
李克強說，實幹鑄就偉業，奮鬥開創未來。
讓我們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周圍，擔當作為，砥礪奮進，為把我國
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
懈奮鬥！
在歡快的樂曲聲中，中外賓朋舉杯共賀新中
國成立 72 周年，同祝中國繁榮富強、人民幸
福安康，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友誼長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9月30日晚，國務院在人
民大會堂舉行國慶招待會。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致辭中
說，我們將繼續全面準確貫
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
自治的方針，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促進
香港、澳門與祖國內地同發
展共進步，推動民生不斷改
善，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堅
持貫徹對台工作大政方針，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
共識」，以兩岸同胞福祉為
依歸，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和祖國統一，堅決反對和
遏制任何「台獨」分裂行徑
和外部勢力干涉，共創民族
復興美好未來。中國作為最
大的發展中國家，將立足於
着力辦好自己的事，堅定不
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
設新型國際關係，促進完善
全球治理，推動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與世界各國增進
交流合作，攜手應對全球性
挑戰，共促世界經濟復甦和
增長。

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院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慶招待會，熱烈慶祝中華人民

●李克強在致辭中說，我們將繼續全面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
針。
資料圖片

烈士紀念日這場莊嚴儀式
今年蘊含哪些深意？
9月30日，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隆重舉行。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
導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儀式，這也是總書記連續第八年在同一天參加這一儀式。
今年是建黨百年，這場儀式蘊含着不同以往的深意。

●文、圖：央視新聞客戶端

●習近平總書記整理緞帶的就是這個花籃。

●景海鵬

第八個烈士紀念日 以國之名祭英烈

●軍樂團小號手吹響《烈士紀念日號角》。

●儀式現場的三軍儀仗兵。

今年9月30日，第八個烈士紀念日。
72年前的9月30日，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天安
門廣場奠基。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
定，將9月30日設立為烈士紀念日。從這一年
起，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的舉行日期，由
此前的10月1日改為9月30日。
每逢重要年份，敬獻花籃儀式略有不同。
今年恰逢建黨百年，儀式上的三軍儀仗兵從
平年的30名增加到60名。上一次設立60名儀仗
兵是在2019年，當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
出於常態化疫情防控等方面的考慮，今年參
加儀式的各界群眾代表和去年一樣，減至
1,800人。
在儀式現場，有不少熟悉的身影。2019年獲
得「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的葉培建和
「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的王蒙，都是連
續第三年受邀參加儀式。
有過 3 次太空之旅的「英雄航天員」景海鵬
出現在儀式現場。去年，中國進入太空第一人
楊利偉也曾出席這一儀式。
和往年一樣，今年的敬獻花籃儀式依然包括
唱國歌、向烈士默哀、少年兒童唱《我們是共
產主義接班人》並致隊禮、敬獻花籃、黨和國

●87歲的抗美援朝志願軍老戰士於志明在現場等 援朝戰爭中英勇犧牲的烈士們。19 萬 7 千多名
待儀式開始。在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慶典 英雄兒女為了祖國、為了人民、為了和平獻出
了寶貴生命。」
上，於老曾是群眾遊行「致敬」方陣的一員。
以血肉之軀，打贏立國之戰。總書記說，無
家領導人瞻仰紀念碑、少年兒童和各界群眾代 論時代如何發展，我們都要鍛造捨生忘死、向
死而生的民族血性。在今年的向人民英雄敬獻
表獻花並瞻仰紀念碑等環節。
花籃儀式現場，《時政新聞眼》看到了抗美援
最高的致敬 最深的緬懷
朝老戰士代表的身影。
今年 2 月，習近平總書記再次用「黨和人民
人民英雄紀念碑，銘記着為建立、捍衛、建
不會忘記！」「共和國不會忘記！」致敬另一
設新中國英勇犧牲的革命先烈，也銘記着為改
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英勇獻身的革命 個烈士群體。
脫貧攻堅，沒有硝煙的「戰場」。在 2 月 25
烈士。
就在去年的敬獻花籃儀式前後，習近平總書 日舉行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總書
記先後出席兩場大會，向兩個烈士群體表達緬 記說：「在脫貧攻堅鬥爭中，1,800 多名同志
將生命定格在了脫貧攻堅征程上，生動詮釋了
懷和致敬。
儀式之前 20 多天，9 月 8 日，全國抗擊新冠 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脫貧攻堅殉職人員
肺炎疫情表彰大會隆重舉行。總書記在大會上 的付出和貢獻彪炳史冊。」
9 月 30 日上午，全國脫貧攻堅先進集體和先
說：「此時此刻，我們特別要向為抗擊疫情而
英勇獻身的烈士們，向在疫情中不幸罹難的同 進個人代表也參加了敬獻花籃儀式。和抗美援
朝老兵和抗疫勇士一樣，這是戰友向戰友的致
胞們，表達深切的思念和沉痛的哀悼！」
危急時刻，又見遍地英雄。廣大醫務人員白 敬、英雄對英雄的緬懷。
衣為甲、逆行出征，捨生忘死挽救生命。去年
構築精神譜系 賡續紅色血脈
和今年的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都邀請了
9 月 30 日這場敬獻花籃儀式，舉行於中國共
在大會上受到表彰的全國抗疫先進個人、先進
產黨建黨百年和新中國72周年華誕之際，串聯
集體代表參加。
去年敬獻花籃儀式之後 20 多天，10 月 23 起一條鮮明的精神主線。
今年 2 月 20 日，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
日，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
周年大會隆重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上深 上，習近平總書記說，在一百年的非凡奮鬥歷
情地說：「70年來，我們始終沒有忘記在抗美 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頑強拚搏、不

●圖片左
側是紀念
碑正面的
「勝利渡
長江」浮
雕，對面
靜靜擺放
着敬獻給
人民英雄
的花籃。
懈奮鬥，湧現了一大批視死如歸的革命烈士、
一大批頑強奮鬥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獻
的先進模範，形成了一系列偉大精神，構築起
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
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
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
上鮮明提出「偉大建黨精神」——堅持真理、
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
英勇鬥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總書記強
調，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
就在9月30日敬獻花籃儀式前一天，經黨中
央批准，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第一批偉大精
神正式發佈。這批偉大精神以建黨精神為源
頭，包括革命時期的長征精神等，建設時期的
抗美援朝精神等，改革開放以來的改革開放精
神等，新時代的脫貧攻堅精神、抗疫精神等，
共同匯聚成中國共產黨人浩蕩的精神長河，共
同構築起人民英雄紀念碑堅實的精神基石。
9 月 30 日正值國慶前夕，習近平總書記的兩
段話尤其值得重溫。一段是兩年前在全國兩會
期間說的：「共和國是紅色的，不能淡化這個
顏色。無數的先烈鮮血染紅了我們的旗幟，我
們不建設好他們所盼望嚮往、為之奮鬥、為之
犧牲的共和國，是絕對不行的。」
另一段，是今年 6 月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
局集體學習時說的：「我們要賡續紅色血脈，
把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打下的紅色江山守護好、
建設好，努力創造不負革命先輩期望、無愧於
歷史和人民的新業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