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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永远
铭刻在人类正义事业史册上！”

习近平总书记3日在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社会
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
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敢于斗争，善于
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

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
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在仪式现场，纪念馆副馆长董立
新难掩激动心情：“习近平总书记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纪念仪式，深切缅
怀抗战英烈，让我们深受鼓舞。作为
抗战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我们更应坚
守爱国主义阵地，把抗战精神传承好，
让更多的人从革命先烈事迹中汲取营
养和力量。”

14年艰苦抗战，中国人民以铮铮
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
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
的雄壮史诗。

“在这个特殊日子里，总书记在讲
话中向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等致
以崇高的敬意，我听了非常感动。”今
年93岁高龄的刘健芝老人十多岁时
就在老家山东招远参加了八路军，经
历了抗战的烽火岁月。

“正如总书记所说，全体中华儿女
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
人类正义而战。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刘健芝老人说。

在座谈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
回族乡仇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书信印象最深的是“五个绝不答应”。

“‘五个绝不答应’掷地有声，特别
提气。我们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坚如磐石，今后不管面对任何困难和
挑战，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会
获得胜利。”王书信说。

在座谈会现场发言的老战士代表
王恩田说：“我们一定要听党话跟党走，
加快建设一流军队，坚决捍卫抗战胜利
成果，绝不让任何国家、任何人阻挡中
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

赓续精神 薪火相传

“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到现在，内心

依然非常澎湃，刚刚还和同事们通过
视频交流着对抗战精神的感悟和体
会。”在座谈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后，中央财经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冯秀军的内心久久
不能平静。冯秀军说，在历史积淀和
锤炼中形成的抗战精神是永恒的，我
们在新时代传承好抗战精神，才能在
民族复兴的征途中一往无前。

对革命先烈最好的致敬，就是赓
续他们的精神。

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完好地保存着侵
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旧址，收藏
着数千件抗战和受降文物。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
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
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馆长吴建宏
说，文物是历史的见证，纪念馆将充分
挖掘好、整理好、研究好抗战历史资
料，向广大青少年讲述抗战英烈的英
雄事迹，让抗战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
根发芽。

“我们回望历史，不仅要警示世
人勿忘国耻，还要以更宽广的视野
面向未来，担当起新的历史使命。”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
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
长范丽红说。

在范丽红看来，伟大抗战精神展
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
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将不断激励
各族人民汇聚起磅礴力量，向着美好
未来继续前进。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们有义务
也有责任上好抗战精神这一课，将爱
国主义教育贯穿整个课堂，将伟大抗
战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的血液之
中。”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郭辉说。

迎难而上 接续奋斗

山东郓城县唐庙镇胡庄村过去是
个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在山东省教
育厅派驻胡庄村第一书记刘天华等党
员干部努力下，如今胡庄村已跻身先
进村行列，贫困户全部脱贫，集体收入
明显提高。

“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生死与
共，打响了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决战
决胜阶段，我们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路
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刘天华说。

“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胜利在
望，这是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

领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中建三
局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项目经理时广
辉说，作为一名建设者，要在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敢于攻坚克难，勇
于担当作为，用心雕琢精品工程，为人
民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克
难的重要阶段，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
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

“我们要汲取伟大抗战精神所蕴
含的丰富精神养料，保持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刚毅勇敢，在披荆斩棘中开辟
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做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有血有肉有骨气的新
时代中国青年。”参加了座谈会的青年
学生代表钱菱潇说。

熊熊烈火在一代代青年心中燃
烧，抗战精神在一代代青年身上传承。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争取民族独
立道路上的丰碑。身处革命圣地延
安，更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延安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董阳说，广大
青年学子要做新时代的奋进者，立身
为公，学以致用，继承和弘扬伟大抗
战精神，把无数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
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弘扬伟大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A股最赚钱榜”前十名均为金融企业

如何看待金融业的高利润？
近日，上市公司半年报收官，A股3900多家上市公司的“成绩单”备受关注。
前十名最赚钱公司均为金融企业、上市金融企业利润占据“半壁江山”……上

半年，在响应国家号召向实体经济让利的背景下，银行业利润大幅下降，但仍是A
股市场上最赚钱的板块，这折射出哪些问题？应如何看待金融业的高利润？

工商银行净利润1497.96亿元、
建设银行净利润1389.39亿元、农业
银行净利润1091.9亿元、中国银行
净利润1078.12亿元……万得数据
显示，上半年，A股前十名最赚钱企
业均为金融企业。

据中证金融研究院统计，上半
年，金融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1.05万
亿元，占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的比重
为56.76%。

“利息收入是银行利润的重要来
源。今年上半年，银行业为支持实体经
济和复工复产，全面加大信贷投放力

度，资产规模增速较快，尽管资产收益
率有所下降，但利润总额仍然较高。”招
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
12.09 万亿元，同比多增 2.42 万亿
元。中报显示，上半年工行、农行等
新增信贷投放均超万亿元。

华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说，
由于社会资金需求强劲，且间接融资
在融资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我国银行
业信贷资产规模增长较快，是银行业
利润总额较高的主要原因。

“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信贷，

这导致金融体系的利润集中在银行，
但与此同时风险也集中在银行体
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曾刚表示。

今年上半年，在向实体经济让
利、加大拨备计提力度应对潜在风险
等因素影响下，银行业利润出现较大
幅度的下滑。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
实现净利润 1 万亿元，同比下降
9.4%。

专家表示，随着实体经济压力向金
融业传导，以及金融业持续让利实体经
济，金融业的利润增长会进一步放缓。

在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的背景下，
金融业高利润备受关注，对于金融侵
占实体经济利益的质疑也一直存
在。对此，应如何客观看待？

“银行的利润与一般企业利润不
能简单地横向比较，有其行业特殊
性，一是风险的滞后性，二是高杠杆
经营。”曾刚表示，银行放贷产生的利
息收入会抬高利润，但贷款的风险要
在还款时才能体现出来。一旦发生
风险，利息甚至本金都可能遭受损
失。所以银行需要在利润中计提部
分拨备，以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银行是杠杆经营的，在不低于
10.5%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下，
1块钱的资本可以进行大约10块钱
的贷款投放。如果资本不足，银行的
放贷能力就会受到影响，而利润就是
银行补充资本的重要来源。

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四季度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A股
上市银行近三年数据显示，商业银行
利润约17%用于缴纳所得税，23%用
于普通股股利分配，剩余的60%全部
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尽管有其行业特殊性，但金融业

利润绝对额较大是不争的事实。“金
融业要认识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其净利润增速要与实体
经济增速、社会平均利润率趋势保持
一致。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
发展，必然是本末倒置、不可持续。”
庞溟说。

从长远来看，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
改革是改变利润失衡格局的关键。专
家表示，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体系中比
重过高，使银行更多地依赖规模扩张，
银行效率的提升以及竞争力、创新力的
提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予以解决。

金融业市值和利润占比“一家
独大”，折射出A股市场结构失衡的
矛盾。

截至9月2日收盘，A股总市值
排名前十位的上市公司中，金融企业
占据七席。七家公司总市值合计逾
8.93万亿元，全市场占比接近12%。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
所长董登新认为，我国上市金融机构
以银行为主导，四大行庞大的体量决
定了金融板块市值在A股市场占有
绝对优势。

董希淼认为，A股上市银行已达
36家，尽管数量不多，但各类型的主
要银行都已经上市，加上银行业资产
规模巨大，所以A股市场中金融板
块比重偏高。

在业界看来，这一状况有望随着
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推进、更多实体企
业登陆A股市场而发生改变。“随着
科创板推出及注册制试点拓展至创
业板，A股新经济企业群体呈现快速
扩容态势。”董登新说，眼下支付宝母
公司已筹备登陆科创板，未来若京
东、拼多多等已在境外上市的“大块
头”新经济企业回归，将显著改善A
股市场的市值结构。

“中长期来看，伴随资本市场改革
推进、直接融资占比提升，优质企业净
资产收益率中枢将不断上移，从而带
来资本市场盈利贡献格局的加速调
整。”上投摩根基金经理李德辉说。

（据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记
者李延霞 潘清 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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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
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
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
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
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
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
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

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深情回望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
奋战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历史，
深刻阐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
的重大意义，强调我们要弘扬伟大抗
战精神，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有很强
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

将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锐意进取、埋头苦干，继续把无数先烈
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
胜！”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人
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
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
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打败了穷凶极
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正
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
反动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
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
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
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
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
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
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
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
国的图谋，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
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
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
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
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
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
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
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
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
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
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

7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
就，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我们清醒认识到，前进道路上仍然会
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荆棘坎坷，必须弘扬伟大抗
战精神，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
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斗争，善于
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更深深懂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斗争精神，必
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任何人
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
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
企图歪曲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否定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
义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都绝不答
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
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
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
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
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
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

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
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
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的
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的
这“五个绝不答应”，铿锵有力，掷地有
声，坚定而深刻地表达了14亿中国人
民的共同心声。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
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
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充分显示
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
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
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
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
征路上，只要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大无畏气概奋勇搏击、迎
难而上，勇于斗争、敢于胜利，就一定
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创造新的更大
奇迹。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外交部：

美国是导致联合国
陷入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潘洁）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高度
关注联合国目前面临的财政困难，美国是第一大
欠费国，是导致联合国陷入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

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致函会员
国，表示联合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会费欠款高达
15.2亿美元。古特雷斯呼吁会员国及时、足额缴纳
会费，为联合国完成今年工作任务提供支持。

华春莹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中国作为联合
国第二大会费国，一直全面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
义务，已经全额缴纳今年联合国会费，以实际行动
体现对联合国的支持。中方将继续认真履行作为
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应尽的财政义务。

“中方高度关注联合国目前面临的财政困难，
对巨大会费缺口可能影响联合国正常工作表示关
切。美国是第一大欠费国，长期拖欠会费，欠款占
各国欠款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导致联合国陷
入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她说。

华春莹说，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坚持
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通过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符合各方共同
利益。“中方愿同各国一道，积极支持联合国工作，
共同推动联合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更大
作用。”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风采录》出版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由中央有关部门指
导选编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风采
录》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
店发行。

该书收录了中央媒体刊发的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七十周年之际表彰的“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的相关事迹报道共42篇；
书中还通过二维码链接了相关视频内容，以图文
和音视频融合的方式立体呈现了英雄模范们的感
人事迹和精神风采，是推动全社会敬仰英雄、学习
英雄，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参考
读物。

六部门：

职称评聘
向乡村教师倾斜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胡浩）根据教
育部网站4日消息，教育部等六部门日前印发《关
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职
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对长期在乡村和艰苦边
远地区从教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放宽学历要
求，不作论文、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意见提出，允许乡村小学教师按照所教学科
评聘职称，不受所学专业限制。适当提高中小学
中高级岗位结构比例，向乡村教师倾斜，乡村学校
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比例不低于当地城镇同
类学校标准。对长期在乡村学校任教的教师，职
称评聘可按规定“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并对中高
级岗位实行总量控制、比例单列，可不受所在学校
岗位结构比例限制。

为深化乡村教师管理改革，缓解乡村学校人
才短缺问题，意见鼓励地方探索建立教职工编制

“周转池”制度，挖潜乡村教师编制配备。
在提高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等方

面，意见明确，确保乡村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
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完善
绩效工资政策，对乡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
民族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学校给予适当倾斜。全
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的补助标
准。逐步完善乡村教师住房、医疗、救助等政策保
障，不断提高乡村教师获得感。

我国成功发射
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

新华社酒泉9月4日电（李国利 赵金龙）记
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我国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利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型可重
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

试验航天器将在轨运行一段时间后，返回国
内预定着陆场，期间，将按计划开展可重复使用技
术验证，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技术支撑。

这是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第14次执行发射
任务。

A股前十名最赚钱企业均为金融企业

客观看待金融业高利润

推进改革，改善市场市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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