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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
奋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我们不敢有
丝毫的自满，但怀有无比的自信。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
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
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深
邃的历史眼光，回顾中国的昨天、把握
中国的今天、展望中国的明天。击鼓
催征，这是进军的动员令；奋楫扬帆，这
是前行的集结号。铿锵话语、壮志豪
情，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亿万
中华儿女在复兴征程上继续奋勇向前。

70 年艰苦创业，70 年披荆斩棘，
70 年厚积薄发。在一穷二白的一张
白纸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画
出了最新最美的画图。今天，近14亿
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豪情满怀，960多
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生机勃发、春
意盎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光彩夺
目、魅力永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如磐石、充满活力，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程伟大、前途
光明。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
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面向未
来，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

回望新中国的历史，我们激情澎
湃；踏上新时代的征程，我们信心满

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
关键时期。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
未来30多年的宏图，犹如一幅壮美的
画卷，等待着我们去描绘。今天，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
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
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山以险峻成其巍峨，海以奔涌成
其壮阔。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
的。凭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

中国站起来了；靠着“杀出一条血路”
的气概，中国富起来了；在“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奋斗中，我们迎来从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此船到中
流、人到半山之时，更需要我们以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征服新长征路上的雪山
草地，跨越新征程上的急流险滩。

重整行装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
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
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
期。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
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
文化养分，拥有近14亿中国人民聚合的
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

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
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奇迹是
干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
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新时
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我们必定
能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初心铸就伟业，使命引领未来。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朝着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英勇奋
斗、奋勇向前，让承载着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伟大梦想的航船乘风破浪，胜
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 新华社记者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近日以各种形式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大
家表示，70年来的伟大成就充分证
明，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中
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在前进征程
上，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民革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
情满怀，振奋人心。盛大阅兵式和群
众游行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强盛国力，
展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
信。前进征程上，民革全党将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继承发扬民革优良传统，着
力发挥在社会和法制、“三农”、促进祖
国和平统一等重点领域的参政议政优
势，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同心同德、共
襄盛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应有的贡献。

民盟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在中国共产
党坚强领导下新中国70年取得的伟
大成就，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美好未来，彰显了大国气度和责任担

当。大阅兵和庆祝活动令人深受鼓
舞、倍感自豪、满怀信心。70年来，
民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积极发
挥参政党作用。新时代新征程，民盟
将矢志不渝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按
照“四新”“三好”的要求，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围绕党和国家的
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充分
展现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巨
大优越性。

民建中央在学习中认为，70年奋
斗凯歌使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
共产党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主心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保证。
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伟大的
中国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我们就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迎
来更加伟大的中国。在前进征途上，
民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按照“四新”“三好”的要求，进一
步提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
党建设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民进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
进。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令世界刮目
相看的伟大成就。在前进征程上，民
进将始终不忘多党合作初心，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充分发挥民进在教育文化出版传
媒领域的界别优势，把“立会为公”的
优良传统落实在“参政为民”的实践
中，不断提高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更好
地履职尽责，凝心聚力，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农工党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
进；国庆阅兵、群众游行、联欢晚会等
庆典活动隆重热烈。70年来，农工党
在国家事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始
终作为一支积极的政治力量发挥重要
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农工党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毫不动
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开展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
教育活动，为“健康中国”和“美丽中
国”赓续奋进。

致公党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前进
征程中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目标
与方向，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新中国
70年的发展充分证明，必须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致公党要
带领全体党员，继续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

“两个维护”，当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
谋、好帮手、好同事，发扬“致力为公、

侨海报国”优良传统，团结海内外爱国
同胞，画好最大同心圆，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九三学社中央在学习中认为，新
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充分证明，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由之路。面向未来，为了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要大力弘扬九三学社爱
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着力加强思
想政治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履职能力
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着力团结
引导所联系的党外知识分子，在凝聚
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凝聚共识
上更好发挥作用，不忘合作初心，继续
携手前进。

台盟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新中国成
立70年来走过的辉煌历程，发出了新
时代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为今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站在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起点上，台盟
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周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
要求，真抓实干，开拓进取，与中国共
产党一道，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全国工商联在学习中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指明了前
进方向；盛大庆典活动气势恢宏、振奋
人心。前进征程上，全国工商联将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充分调
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引导他们坚定不移地在党
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贡献。

无党派人士在学习中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辟总结了新中国取
得的伟大成就，擘画了前进征程的宏
伟蓝图，发出了奋进新时代的动员
令。70年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
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社会主义制度
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长期以来，
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巩固和发
展新型政党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勠力同心、接续奋斗。走进新时代，我
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定做中国
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同
心携手，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中国人民前进步伐不可阻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起热烈反响

据新华社香港10月4日电（记
者陈昊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4日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引用《紧
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
例》，以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止暴制
乱。香港社会各界认为，订立《禁止
蒙面规例》将有助于遏制暴力行为，
帮助香港社会秩序早日恢复安定。

香港最大政团民主建港协进联
盟（民建联）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制
订《禁止蒙面规例》。目前香港正处
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市民的人
身安全和表达意见自由得不到保
障，订立《禁止蒙面规例》是一个艰

难的决定，但是绝对有必要。
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在当

日下午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政府订
立《禁止蒙面规例》，并相信有关法
例对止暴制乱将有立竿见影的效
果。工联会形容，《禁止蒙面规例》
是“及时雨”般的措施。

廖长江、马逢国、姚思荣、陈健
波等40名香港特区立法会建制派
议员发表联合声明，支持特区政府
采用有效止暴制乱的手段，协助警
方执法，以便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发表联合声
明，规例的施行有助于打击暴徒的

气焰，有助于恢复社会秩序，有助于
国际社会对特区政府恢复信心，有
助于市民的生活重回正轨。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认为，面对香
港当前暴力升级的危机，特区政府应
以更大的担当，重典治乱，依法坚决
打击暴恐活动，保护市民安全。社会
各界应该凝聚共识，坚决支持特区政
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队依法
执法，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香港中华总商会发表声明表
示，持续出现的违法暴力及肆意破
坏行为已经严重威胁社会治安及公
共秩序，特区政府做出的决定从社

会治安、公众利益、道德责任上均合
情合理。希望《禁止蒙面规例》能减
少暴力冲击行为，缓解社会冲突；呼
吁停止暴力，以对话取代对抗，理性
讨论，共谋出路。

全港各区工商联发表声明表
示，近四个月来大肆破坏社会安宁
的暴徒几乎都是蒙面，目的是隐藏
身份，逃避刑责。《禁止蒙面规例》有
利于协助警方的刑事调查及搜证，
阻吓暴力和违法行为，更有效地将
犯罪分子绳之于法。

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发表声明表
示，特区政府订立《禁止蒙面规例》是

面对目前局面止暴制乱的正确决策，
是迈出制止暴力的重要一步。香港
社会暴力乱局给香港经济民生带来
严重伤害，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形象
严重受损，对中小企业及旅游零售业
造成致命打击，各行各业苦不堪言。

“香港不能再乱了，是全港市民
的共同心声和强烈愿望。”全国人大
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
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在社交媒
体上发文指出，订立《禁止蒙面规
例》不是为了削减言论自由，而是向
社会传达清晰的讯息，不能靠蒙面
为所欲为。

香港各界支持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帮助社会早日止暴制乱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4日召开特别行
政会议，订立《禁止蒙面规例》，以尽
快恢复社会秩序，止暴制乱。《禁止蒙
面规例》将于5日零时起生效实施，
违反规例者最高判处罚款2.5万港元
及监禁1年。据了解，美国、英国、俄
罗斯、法国、澳大利亚等国都出台过
类似法律法规，惩戒在示威游行中隐
藏身份，逃避刑责，肆无忌惮破坏公
共安全的暴力示威游行者。

英国在 1723 年出台“反蒙面
法”，并实施了长达100年。该法规

定以涂黑等方式遮盖脸部的行为是
犯罪，严重者可被处以死刑。在
2011年8月英国发生的系列抗议示
威和骚乱中，英国政府再次引入“反
蒙面法”，禁止示威者在骚乱中蒙
面，违反者必须接受警方命令脱下
面具。

俄罗斯2012年6月出台了《会
议、集会、示威、游行和抗议法》的法
律修正案，对其中社会游行活动中
蒙面的相关条例进行了修改。修正
案规定，抗议集会参与者如戴面具，
警方可立即将其拘留并对其进行调
查，若被拘留者被查实确未实施违

法活动将被无罪释放。但申请举行
集会游行活动的组织者将因组织工
作不力受到罚款等处罚。该法案实
施后，俄罗斯国内游行集会中戴面
具的现象已基本杜绝。

加拿大于2013年6月19日通
过《防止在暴乱和非法集会中隐瞒
身份法》，规定任何人在暴乱或非法
集会时戴口罩或用其他方式伪装面
部来隐藏身份是犯罪行为，最高可
判10年监禁。该法出台后，加拿大
再没有发生蒙面者暴乱事件。

2017年9月，澳大利亚维多利
亚州正式通过《2017年犯罪立法修

正案（公共秩序）法》，打击蒙面暴力
行为，赋予警察更多保护社区的权
力。该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试图通
过蒙面来隐藏身份或逃避辣椒喷
雾，警察可以在指定区域内要求这
个人摘下面罩。

该法律还明确规定，如果在戴面
罩时参与6人及以上群体行动，集体
使用暴力对他人造成伤害或对财产
造成损失者，最高可被判处15年监
禁，高于未戴面罩时的最高刑期。

为应对示威游行中频繁出现的
严重暴力打砸行为，法国政府于
2019年4月颁布了旨在防止游行中

的暴力行为和惩罚肇事者的“反暴
力游行法”。该法规定，在游行示威
中“故意全部或部分遮挡面部、企图
在破坏公共秩序后不被认出”的行
为，将面临最高1年监禁和1.5万欧
元（约合11.5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此外，在示威游行中戴围巾、头盔和
潜水镜的人，如不能提供“正当理
由”，可能会被逮捕、拘留和起诉。

在美国，至少有15个州制定了
禁止蒙面的相关法律。尽管各州法
律表述不一，但核心均是在示威游
行时禁止蒙面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遮
掩身份，逃避法律制裁。

蒙面暴力危害公共安全

多国制定“反蒙面法”予以惩处

外国领导人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又有许多国家、政
党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致电或致函国家主席
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表示，向中国人民致以
最衷心的祝愿，祝福友好的中国人民永享和平、进
步与繁荣，相信孟中友好关系将不断巩固。

东帝汶总统卢奥洛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中国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在国际社会中
地位愈发凸显。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向中国人民致
以最良好的祝愿，祝中国不断进步、繁荣。

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
符合各国人民期待，维护各国共同利益，黎方对此
高度赞赏。期待进一步加强两国各领域合作关
系，深化两国人民友谊。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表示，祝中国人民不断
发展进步，祝卡中战略合作和友好关系未来进一
步得到巩固。

也门总统哈迪表示，中国在各领域都取得了
伟大成就，有力维护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一带一
路”倡议将为人类开创美好未来，祝两国关系不断
取得更大进步和发展。

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表示，在世界大
变局中，中国正朝着伟大中国梦的目标不断迈进，
在国内建设和国际合作中取得巨大成就，跻身世
界领先之列。

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表示，中国在过去70年
里取得了巨大成就，持续为世界和平发展、非中及
索中友好作出贡献。相信中国将继续保持繁荣，
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

利比里亚总统维阿表示，利中友好合作有力
促进了利比里亚基础设施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葆和平、持续繁荣。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表示，塞方愿继续加强同
中国各领域友好合作，深化塞中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

赞比亚总统伦古表示，中国是赞比亚的全天候
朋友。衷心希望赞中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加蓬总统邦戈表示，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成为
举世瞩目的发展典范。

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多东表示，70年来，中
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使中国在最短的时间
内成为世界领先的强国。坚信“一带一路”倡议将
为摩中关系发展提供新的重要动力。

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萨尔基相表示，70年
来，中国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亚美尼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表示，格中关系
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两国友好日益密切。衷心祝
愿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进步和繁荣。

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表示，向中国人民致以最
美好的祝愿，祝中国人民幸福富足。

冰岛总统约翰内松表示，期待冰中关系进一
步加强，共同造福各国人民。祝中国繁荣昌盛，祝
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表示，70年
来，中华民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带一路”
倡议为促进亚欧和各国人民团结、和平、合作和共
同繁荣提供了宝贵平台。祝中国繁荣昌盛、人民
幸福安康。

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表示，我向中国人民致以
诚挚的祝贺，真诚希望立中富有建设性的合作持
续深化和拓展。

智利共产党主席泰列尔和总书记卡莫纳表
示，中国革命的胜利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对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赖德表示，70年来，中
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为世界的繁荣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劳工组织高度重视中国
的重要作用，愿继续深化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表示，祝愿中国人民
幸福、和平与繁荣。

攻克杂交水稻难关
1973年10月，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

会议上，袁隆平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
系”配套成功。

这一成果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人员多年
来潜心研究的结晶。1960年7月，时任湖南黔阳农
校教师的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发现一株天然杂交稻，
萌发了研究杂交水稻、提高粮食产量的念头。1966
年，袁隆平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
不孕性》，杂交水稻研究由此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1970年秋，根据袁隆平“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
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他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找到
一棵雄性不育株。转育出来的三粒雄性不育种子被
命名为“野败”，为“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72年，杂交水稻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由中国农林科学院和湖南省农科院主持，组织全国
力量搞协作攻关。1973年，在突破了“不育系”和

“保持系”的基础上，张先程等在东南亚品种中找到
了一批优势强、花药发达、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
以上的“恢复系”。“三系”终于配套成功了！

1974年，湖南开始试种杂交水稻。1976年，
全国示范推广面积扩大到208万多亩，全部增产
20％以上。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28631
万吨，比 1965 年增长 47.2％。 从 1976 年到
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
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

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推广，为我国粮食增产
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可以豪迈地宣布：用不足
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粮食
问题。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