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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10月
23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召开前，以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名义敬献花篮仪式在辽宁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抗美援朝纪
念塔和朝鲜平壤中朝友谊塔、桧仓中
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等四地隆重
举行。

23日上午8时45分，辽宁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

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名义敬献的花篮摆放在烈士
纪念碑正前方。花篮红色缎带上写着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

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
辽宁省委和省政府、驻沈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负责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的
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代表和烈士家
属代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界群众代表等

面向烈士纪念碑肃立，寄托对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
意。随后，全场人员瞻仰了烈士纪念
碑并向五大烈士墓敬献了鲜花。

当日9时整，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名义
向丹东抗美援朝纪念塔敬献花篮仪式
隆重举行，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
以及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辽宁省委
和省政府、辽宁省军区及驻丹东部队
等相关同志出席。 下转A02版▶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纪念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大会2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
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
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
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回望70
年前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瞻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无比坚

定、无比自信。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
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弘扬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雄赳赳、气昂昂，向着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
勇前进。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热烈。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会
标，后幕正中悬挂国徽，国徽下方是

“1950－2020”的白色字标，10面红旗分
列两侧。大礼堂二楼眺台悬挂标语：“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斗！”

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
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
要讲话。他表示，70年前，由中华优秀

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
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
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发扬伟大的爱国主
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朝鲜
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9个月艰
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
战争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
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
册上。

习近平强调，70年来，我们始终没

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为维护国际正义、
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所建立
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
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
及所有为这场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
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
勇牺牲的烈士们，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
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习近平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所有健
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伤
残荣誉军人，向当年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的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参战支前人员，

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属、军属致以最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表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朝
鲜党、政府、人民关心、爱护、支援中国人
民志愿军，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休戚与
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成了伟大战斗
友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
民、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志
愿军入朝作战给予了有力支援和支持。
习近平代表中国党、政府、军队，向他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转A02版▶

（讲话全文见A02版）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

10月23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10月23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大会。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彭青
林）10月23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主
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对
脱贫攻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
议通过《海南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工作规则》，研究部署有关
工作。刘赐贵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
要将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

南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责任，用脑用心用情
学，真懂真用真落实，坚决扛起习总书记
和党中央赋予海南的重大使命，确保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正确方向，以实际行动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

个国家扶贫日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的重

要指示以及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听取
我省脱贫攻坚工作汇报，审议通过《关于
表彰2020年海南省脱贫攻坚奖的决定》，
研究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以及李克强总理的
批示精神，为我们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
利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精神动
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抓
紧整改突出问题，继续以“背水一战”的

姿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要巩固提升脱
贫攻坚成效，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
美丽乡村建设，大力推动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全力以赴迎接国家考核；要紧密结
合正在编制的“十四五”规划，全面做好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有力
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全力应对“三
个大考”中交出让党中央满意、让人民满
意的答卷。 下转A03版▶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

用脑用心用情学 真懂真用真落实
坚决扛起习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海南的重大使命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况昌
勋）10月23日下午，省长沈晓明主持召
开座谈会，就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编制听取专家和企业代表意见和建议。

中国科学院院士骆清铭、吴一戎等

专家和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就加强科技
创新能力建设、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科技人才集聚、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等提出了建议。

沈晓明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部署要
求，充分认识科技创新在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中的重大意义，理性分析海南
科技创新的成绩和不足，加大科研创新
投入，丰富科技创新要素，完善体制机

制，真正做到用科技讲战略、用科技讲产
业，讲战略必讲科技、讲产业必讲科技。

沈晓明要求，要在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背景下，编制好“十四五”科技创
新规划。 下转A03版▶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座谈会

研究“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工作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彭青林）10月23日下
午，省委、省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南自贸港法起草
工作专班举行会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
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委员郑淑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委员王超英出席并讲话。

刘赐贵对工作专班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全
国人大常委会给予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衷
心感谢。他说，海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专门成立自贸港法协助
调研工作组，全力配合和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好自贸
港法立法工作，双方不断凝聚共识，加快海南自贸港法
立法进程，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刘赐贵对海南自贸港法提出了四点认识和建议。
一是制定海南自贸港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决策，彰显了“中
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坚定决心。
二是海南自贸港法应坚定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态度，严格落实“六
个不允许”，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更
好、发展质量更高的自贸港。三是海南自贸港法是一项
特殊的制度安排，起草过程要更加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
略意图，紧紧围绕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大局，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四是海南自贸港法应体
现中国特色、体现高水平开放形态、体现海南“三区一中
心”定位、体现与内地的良好互动、体现“宜粗不宜细”原
则、体现充分授权，支持海南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充
分发挥海南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的主体责任，确保海南
自贸港建设行稳致远。 下转A03版▶

省
委
、省
人
大
与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海
南
自
贸
港
法
起
草
工
作
专
班
举
行
会
谈

刘
赐
贵
讲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