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一版） 机关共查处涉及教育医
疗、养老社保、执法司法等民生领域的
腐败和作风问题 65 万多件。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针对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提
问，肖培表示，行贿者“围猎”、受贿者
权钱交易， 是腐败仍在发生的重要原
因。 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利
益链条，才能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肖培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行贿人员 6.3 万多
人，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行贿人员 3.6
万余人。 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一是要
明确惩治行贿的重点。 5 类重点包括：
多次行贿、巨额行贿、向多人行贿；党
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搞行贿； 在国
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搞
行贿；在组织人事、执法司法、帮扶救
灾、教育医疗等领域搞行贿；实施重大
商业贿赂。二是要严格依法查处。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制定了 《关
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监察
法实施条例规定了对行贿人的惩治方
式、处置行贿违法所得手段。 三是探索
实行行贿人名单管理制度。 统筹运用
纪律、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通过限
制企业资质、市场准入等，让行贿人付
出应有代价。

肖培说， 将进一步提高打击行贿
的精准性、有效性，既查清行贿问题，
还要追缴行贿所获， 同时保障企业的
合法经营， 保障涉案人和相关企业合
法权益，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进一步健全能上能下的选
人用人机制

徐启方介绍，今年 9 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发布了新修订的 《推进领导干
部能上能下规定》， 规定明确了问责、
党纪政务处分、组织处理、辞职、职务
任期、 退休和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
的组织调整等 7 种渠道。 聚焦调整不
适宜担任现职干部，从政治表现、理想
信念、斗争精神、政绩观、执行组织纪
律、担当作为、能力素质、工作作风、道
德品行等方面列出 15 种情形。

徐启方说， 重点措施包括以下 6
个方面： 一是把年度考核作为推进领
导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 二是坚

持在重大任务、 重大斗争一线考察识
别干部，在实战考验中辨别高下、区分
优劣。 三是加强综合分析研判，用好干
部考核考察、巡视巡察、审计、统计、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民主评议、信访等方
面成果，动态掌握干部现实表现。 四是
严格落实责任， 把规定执行情况纳入
党委（党组）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一报告两评议”、巡视巡察、选人
用人专项检查等内容， 纳入党委 （党
组）书记年度考核述职内容。 五是建立
纪实报备制度， 要求每年向上级报备
上年度相关情况， 推进能上能下常态
化。 六是加强舆论宣传，推动形成能上
能下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打出一套从严管理监督干部
的“组合拳”

徐启方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组织
部门紧跟全面从严治党坚定步伐，以
严的标准要求干部、 以严的措施管理
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打出一套
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组合拳”。

徐启方介绍， 一是不断完善中国
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
度。 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
度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整体设计， 作为
从严管党治吏的利器， 全面开展抽查
核实，将抽查比例由每年 3%-5%，提高
到 10%。

二是规范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及
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 从 2015 年开
始，逐步在全国推开这项工作，全国共
对 4700 多名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进行规范。 集
中规范结束后，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
办企业管理规定》， 建立健全常态化、
长效化机制。

三是深化选人用人监督检查和巡
视整改。 党的十九大以来，结合中央巡
视，对 31 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和 200 余家中央单位全覆盖开展选
人用人专项检查。 每年对省区市和中
央单位选人用人工作进行测评 ，2021
年度干部群众认为本地、 本单位选人
用人“好”的比率比 2013 年度提高了
23 个百分点，呈持续上升态势。

四是打出专项整治 “组合拳”，切
实在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顽
疾上用力。 开展“三超两乱”问题专项
整治、“裸官”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干部
因私出国（境）证照专项治理、对中管
金融单位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

和违规安排近亲属在本系统从业问题
进行专项整治。

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
义的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

田培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
的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取
得重大理论成果， 为丰富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要原创性贡
献。

田培炎介绍，概括起来主要有：提
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明确新时
代党的建设方针 、主线、着力点、总体
布局和目标； 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
略方针， 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
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必须真管真
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提出自我革
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
二个答案，必须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
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提出党
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决定
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提出伟大建党
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提出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
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提
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明确好干部
标准，强调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
组织体系， 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
和组织功能； 提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
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
晴雨表，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
须常抓不懈，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提出反腐
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
大政治斗争， 必须坚持不敢腐、 不能
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
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提出公权力
姓公，也必须为公，必须健全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提出制度治党、 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治本之策，必须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提出
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 必须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等。

三位代表还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其
他问题。 130 余家媒体的 250 余名境内
外记者参加了记者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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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安恒自然资告字【2022】4 号
经安康市人民政府批准，受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自然资源局委托，陕西天龙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对以下 4 宗地进行挂牌

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二、竞买人报名条件
1、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

个人均可申请竞买，除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
2、须按期缴纳规定数额的保证金。
三、竞价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取网络竞价的方

式进行（网址：http://ak.sxggzyjy.cn/），按照价高者得且不低
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提交申请、保证金交纳时间及资格确认
1、提交申请
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 9 时 00 分至 2022 年

11 月 16 日 16 时 00 分前到陕西天龙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处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 号金桥国际广场 C 座 21 层）索
取挂牌出让文件、进行资格预审。 资格预审通过后，须在安
康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进行注册 （http://ak.sxggzyjy.
cn/）并办理 CA 锁，通过 CA 锁参与竞买活动。

2、保证金缴纳
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6 日 16 时 00

分（以到账时间为准）。
3、资格确认
网上报名成功后， 通过资格审查且足额缴纳保证金的

申请人， 我公司会同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自然资源局进行资
格确认，资格确认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6 日 16 时 00

分前。 通过资格确认的申请人，方可进行网上报价。
4、 本次出让宗地网上报价时间：2022 年 11 月 8 日 9

时 00 分至 2022 年 11 月 18 日 16 时 00 分。
5、签订成交确认书时间：成交后三个工作日；
现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地点：恒口示范区创业大厦（月滨

北大道）六楼会议室。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口头、邮寄、传真及电话报名。
2、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出让宗地现状及出让文

件所列条件， 一经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出让宗地的现
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

3、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出让宗地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报价的，将转入延时竞价，通过延时竞价结果确定竞得人。

4、 挂牌出让宗地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挂牌出让公告的内容与挂牌出让文件内容不一致的， 以挂
牌出让文件为准。

六、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 号金桥国际广场 C

座 21 层
联系电话：张先生 15829252620

杜先生 15594551920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自然资源局 陕西天龙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18 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安康销售分公司员工
周向东：

你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7 日， 已经连续 20
天未到公司上班且未履行请假手续。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规定》，请你本人
于 10 月 21 日前，前往中国石油陕西安康分公司五里油库
说明情况并返回岗位接受公司处理。 逾期将依法依规与
你终止劳动关系,并追究相应责任。

特此告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安康销售分公司
2022 年 10 月 18 日

告知函
遗失：旬阳正能家润牧业有限公司丢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 610928002393，声明作废。
遗失：汉滨区早阳乡石湾村六组陈忠党丢失残疾证，证号：

61240119720824413124，声明作废。
遗失： 旬阳市城关镇颜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丢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唐孝玲（身份证号：612425198402010609）丢失在安康

恒大置业有限公司购买商品房的认购书（编号：0000840）及收款
收据，编号：0040500，金额：1 元；编号：0007541，金额：100612 元；
编号：3254798，金额：100612 元；编号：0065018，金额：100612 元；
编号：3262112，金额：100612 元，房号：26-2-2601，声明作废。

遗失：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丢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8010000154501，账户名称：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财政局扶贫资金专户，声明作废。

遗失：汉滨区迎风乡红霞村十八组陈宝彪、梁清敏夫妇丢失
其女儿陈曾豪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610639081，声明作废。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本社地址 ：安康市汉滨区大桥北路 4 号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 ：725000 网址 ： sjk . akxw.cn 办公电话 （传真 ）： （0915）3268520 电子邮箱 ：bs3268520@163. com 投稿邮箱 : akrbbbb@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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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八桂大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2016
年，我们村成功脱贫摘帽。 去年，村民年人均收入达到 2.1 万
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13.8 万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苍
梧县六堡镇山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祝雪兰代表说，
我亲眼见证了党的好政策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 10 年，有涉滩之险，有爬坡之艰，有闯关之难，党和
国家事业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回想起同新冠肺炎疫情较量的日日夜夜， 湖北省武汉
市青山区青和居社区党委书记桂小妹代表深有感触：“面对
来势汹汹的疫情， 正是有习近平总书记运筹帷幄、 掌舵领
航，有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开展抗
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稻田喜获丰收。 从黑龙江前来挂
职的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有限公司农技工作者陆向导，正
忙着和同事们一起，帮助小岗村打造水稻种植核心示范区。

“粮食安全事关国运民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保
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陆向导见证了 10 年来
我国在保障粮食安全、 端牢中国饭碗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
绩。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作出新
部署，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定信心、奋发有为，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奋斗中再立新功。 ”陆向导说。

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贯彻落实到实践中

“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要理解把握其世界观和方法
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习近平总书
记在讲话中强调。

从教 37 年，江苏省姜堰中学校长孙友新代表的思政课
堂总是“新”风扑面。 孙友新对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坚持人
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
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印象深刻。

“作为党的教育工作者，我要自觉担起‘引导学生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的重任，把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
讲进学生心里，激发学生们立志民族复兴的信心和决心，培
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孙友新说。

近年来， 革命老区广西东兰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
理论，坚持以红色文化为引擎、以青山绿水为底色，探索出
一条绿水青山与共同富裕相得益彰的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之
路。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始终是我们前进的坚
实底气。 ”广西东兰县委书记徐迪克代表说，前进征程上，我
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真理力量，做知行合一的党员干部，带领老区群众过上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

贵州省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党委副书记、 化屋村党支部
书记许蕾代表说，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们要进一步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好、运用
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学中干、干中学，学用相长，
使创新理论贯彻落实到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对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
不断丰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保护好桂林山水
的信念。 ”广西桂林市委书记周家斌代表说，近年来，桂林市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漓江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焕发出新的生机。

“我们要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像守护生命一
样守护一江绿水、两岸青山，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
游的良好环境。 ”周家斌说。

在浙江，宁波臻至机械模具有限公司车间机器轰鸣。 企
业今年订单预计同比增长 30%至 40%，即将投入使用的新厂
区有望带动 260 余人就业。

“浙江正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作为
中小企业，我们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做强做精企业，同时承担更大社会责任，吸纳更

多就业，为推进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公司总经理张群峰说。
10 年间， 北京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2013 年 PM2.5

年均浓度为 89.5 微克每立方米，2021 年是 33 微克每立方
米，下降了 63.1%。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保献代表深
有感触：“近年来，我国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我们
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环境的需求作为工作目标，让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让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更加强大的吸引力、说服力、感召
力。 ”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令广大代表和
干部群众深受鼓舞。

“无论官职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会受到严肃查
处，这是 10 年来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
县江门村党总支书记杨宁代表说，如今，基层吃拿卡要、以权
谋私等问题明显减少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

“在参加广西代表团讨论时，习近平总书记用‘史无前
例’来形容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
究中心副主任宋伟说，“这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
自我革命的坚定信心、非凡勇气。 ”

宋伟认为，10 年来， 从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到
以雷霆之势推进反腐败斗争，再到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健全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一套自
我革命的“组合拳”，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我们要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
变色、不变味，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核心。

“打铁必须自身硬。 ”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副书记、自治
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马文娟代表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坚定
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新的重要部署。 作为纪检监察干部，
要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作用，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党和国家战略
部署目标任务落实。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团结奋斗

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陶县布伦口乡党委书记李文娟

代表， 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紧紧
依靠人民攻克一个个难关险阻感触深刻：“稳经济、促发展，
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这些
年，我们之所以攻坚克难、不断胜利，就在于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干部群众紧密团结奋斗。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宏伟蓝图。 我要和大家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夯实基层党
组织坚强战斗堡垒，在推动旅游发展、特色养殖、生态环境保
护上下功夫，努力让老百姓过上更幸福的日子！ ”李文娟说。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广西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首席技能专家郑志明代表说：“新时代新征程给我们提
供了创新创造的广阔舞台。 我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
技能，当好践行工匠精神的排头兵，为制造业蓬勃发展和加
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贡献一份力量。 ”

前进动力更强大，必胜信念更坚定，奋斗精神更昂扬。
金秋十月，北部湾碧波荡漾。 铁海联运班列南来北往，

奏出陆海新通道蓬勃发展的动人交响。
亲身经历从“观海小站”到铁海联运“枢纽大站”的巨大

变迁，广西沿海铁路公司钦州港东站站长黄江南说，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这激励着我们以更加饱满的工作
状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团结奋斗、贡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孙少龙 王思北 胡喆 王宾）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上接一版）
“通过对关键技术的不断攻关，我

们实现了从原料、 工艺技术到核心装
备的进口替代，培养了一支专业人才，
未来还要根据党中央的部署， 加速推
动产业走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
提升行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 陈欣
说。

总结新时代的十年，党的二十大报
告掷地有声：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确保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
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
用，我们这个拥有九千六百多万名党员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加团结统一。

展望新阶段新征程， 党的二十大
代表心声如一： 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
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
聚起守正创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
难险阻，办成我们想办的任何事情！

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
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
信念更加坚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一村富不是富，村村富才算真的

富。 我们正在建设的共同富裕就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最好注解。 ”正在打造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样
板村的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傅平均代表格外自豪。

滕头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 “明星
村”，2021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7.5
万元。 “目前我们依托党建联建机制，
与周边村庄党建共建、项目共抓、治理
共管、抱团发展！ ”傅平均说。

二十大报告对未来 5 年乃至更长
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
大政方针进行科学谋划， 擘画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激
励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
斗。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深入发展， 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
机遇。 ”中国中铁党委书记、董事长陈
云代表说，我们要聚焦国家重大需求，
加快突破一批前沿技术， 加快锻造一
批长板技术， 集中力量在解决 “卡脖
子”问题上实现突破，把中国发展进步
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兰
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洁代表说， 我们
要进一步找准国家所需、群众所盼、组
织所能、党员所担的结合点，为西部大
开发、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构筑西部
生态安全屏障等作出贡献。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必须充
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
股绳、铆足一股劲。 ”内蒙古呼伦贝尔
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
队员金克勒那日代表说， 我们要永远
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让党
的好声音传遍大草原， 促进多民族和
谐共融发展， 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
强大合力。

大足石刻这座经历了唐宋盛世的
世界自然遗产， 正在见证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时代征程。

“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
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大足石
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代
表说：“我们不仅要把文物保护好，还
要揭示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 为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注
入新的时代风华。 ”

“同志们！ 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
期待着我们， 唯有矢志不渝、 笃行不
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

聆听习近平同志语重心长的号
召，代表们表示，新征程上，我们一定
要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
义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历史前进的
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
展，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
概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用
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新华社记者 吴晶 高敬 魏玉坤
谭谟晓 于文静 叶昊鸣）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成就彪炳史册 蓝图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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