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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9

月

18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做好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保稳定各项工作，打好三大攻坚战，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

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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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到处生机盎然。 9 月 16 日至 18

日， 习近平在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省

长陈润儿陪同下，先后来到信阳、郑州

等地，深入革命老区、农村、企业等，就

经济社会发展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情况进行考察调研。

大别山区的信阳市新县，是鄂豫皖

苏区首府所在地。 16 日下午，习近平首

先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瞻仰

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堂，远眺英雄山

上“红旗飘飘”主题雕塑。 在纪念碑前，

习近平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并三鞠躬，

深情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

英雄儿女。 在纪念堂内，习近平听取革

命烈士事迹介绍， 高度评价他们的贡

献。 他强调，这次考察第一站就是鄂豫

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目的是在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缅怀革命先烈，

告慰革命英灵。 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

调研， 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

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

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

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宣示中

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

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接着，习近平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

革命博物馆，了解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

史。 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之一，是

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创造了“28 年红

旗不倒”的奇迹。 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落脚地。 博

物馆展陈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习近

平驻足察看，不时同大家交流，追忆峥

嵘岁月。 习近平强调，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员、干部要多学

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

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

想信念。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

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 要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

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

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

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

江山永不变色。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来到博物馆内

院，会见了当地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

属代表，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 习近平

动情地说， 今天我特地来看望大家，向

大家和所有苏区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

属表示亲切慰问。 吃水不忘掘井人。 我

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绝不能忘记老

区人民， 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

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要做好革命老

区、贫困地区的工作，保障好老区群众

生活，让革命烈士含笑九泉。 红军后代、

革命烈士家属传承革命精神有说服力

和感染力，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给

大家听，讲给年青一代听，激励人们坚

定不移跟党走， 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

斗。

新中国成立 70 年了， 老区人民生

活怎么样？ 带着这份牵挂，习近平乘车

来到新县田铺乡田铺大

塆

考察调研。 这

是一个别具特色的传统村落， 依山傍

水，风景秀丽，中原文化、楚文化、徽派

文化在此交相辉映。 近年来，村里依托

红色旅游资源， 发展起 20 多家创客小

店，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 习近平沿着

村间小路，走进一家家创客小店，询问

手工艺品销路、民宿入住率、小卖部经

营等状况。 他强调，发展乡村旅游不要

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

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

在“老家寒舍”民宿店，习近平仔细

察看服务设施，同店主韩光莹一家围坐

在一起交谈。 韩光莹告诉总书记，他是

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近年来靠乡

村旅游实现了增收，还带动乡亲们发展

民宿走上致富路。 习近平听了十分高

兴。 他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

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

离开村庄时，乡亲们和游客们聚拢

在村口，高声欢呼“总书记好！ ”“习主席

好！ ”习近平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看

到人群中的小学生们，总书记高兴地走

上前握握他们的小手、 拍拍他们的脸

颊，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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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勇争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

昨日，广州市在天河体育中心举

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安保应急拉

动活动。 市委书记张硕辅出席并讲话。

副市长杨江华主持。

上午 11 时许， 应急拉动活动正式

开始， 来自全市的 2500 名警员、 88

辆警车、 2 架警用直升机迅速集结，

庄严宣誓践行新使命、 忠诚保大庆，

展现了扎实的备战水准和饱满的精神

风貌。

张硕辅强调， 做好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安保工作是当前各级公安机

关的头等大事和重要政治任务。 全市

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

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

认识大庆安保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坚

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 牢

记初心使命、 强化责任担当， 充分发

扬敢打硬仗、 善打硬仗、 连续作战的

优良作风， 全警动员、 全力投入， 以

最高标准、 最严要求、 最强措施， 扎

实做好防风险、 保安全、 护稳定各项

工作。

应急拉动活动结束后，张硕辅察看

了解警用直升机值班备勤情况，强调要

坚持安全第一，加强技能训练和队伍建

设，锻造过硬本领，守卫城市安全。

市领导谢晓丹、潘建国、林道平参

加。

广州市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应急拉动活动

张硕辅出席并讲话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府信）

昨天下午，广州市市长温国辉

会见由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副总裁

琳·斯嘉丽率领的第六届保尔森可持

续发展奖中外评委团。

温国辉说， 保尔森基金会是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多年来在推

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增进中美两国交

流合作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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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上午，广州市正局级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专

题研讨班在市委党校结业。 市长温国辉

作总结讲话。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

长王世彤主持结业式。

温国辉指出，通过此次专题研讨班

学习，大家深化认识，提高了支持深圳建

设先行示范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解放

思想， 丰富了推动广州改革发展的思路

和举措；对准坐标，明确了广州加快实现

老城市新活力的努力方向和着力点。

温国辉强调， 下一步， 要继续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把学习收获转化

为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 确保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要组织开展 《意

见》 传达学习， 强化责任担当， 凝聚

起全力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的合力。 要强化工作谋

划、 创新驱动和区域联动， 突出抓好

重大平台和标志性项目建设， 深入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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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正局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关于支持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专题研讨班结业

温国辉会见保尔森

可持续发展奖评委团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

（ 国

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我市贯彻落实

工作；传达学习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关于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推动民生实事、重大民生工程落地

落实的通知》精神，部署下一步工作。 市

委书记张硕辅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增强投身新时代伟大斗争实践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深刻认识广州是

一座英雄辈出的红色之城，是展示我国

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窗口和国际社会

观察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必须头

脑特别清醒、立场特别坚定，传承红色

基因、发扬斗争精神，做到“两个维护”，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续奋斗。 要

强化担当作为，聚焦市委“1+1+4”工作

举措，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支持深

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等重大机遇， 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各

级党委

（ 党组）

的根本任务，结合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断

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基础。 要

加强干部尤其是青年干部教育培训，领

导干部要带头到党校讲课，引导青年干

部在本职岗位上、 艰苦环境中创造业

绩，助力青年干部增强斗争本领、提高

斗争艺术。 国庆临近，要把做好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大庆的安保维稳工作作为

斗争能力的实践检验。

（下转

A08

）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扎实做好广州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张硕辅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