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欢迎中外记者采访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即将召开，大会将热情欢迎中外记者采访。

为方便外国媒体记者和港澳台媒体记者提交采访申请，
大会开通记者报名注册系统（域名：http://cpc19reg.zgjx.
cn)，欢迎外国媒体记者和港澳台媒体记者通过该系统提交报
名注册申请。 采访申请受理时间自2017年9月8日起，至2017
年9月25日止。

2017年9月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时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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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让我们凝望那热血铸就的历史坐
标———

1927年8月1日—10月27日。
8月1日，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第一枪；9月9日， 秋收起义第
一次亮出共产党旗帜；10月27日，毛泽东
引兵抵达井冈山茨坪， 创建第一个农村
革命根据地。

这88天，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重要
转折。

自此，历史的地图有了新的海拔，民
族的精神崛起新的峰巅。

1927—2017。
“90年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历经挫折而奋起、历经苦难而辉煌，发生
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实现了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周年大会上说。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90年前铸就
的伟大革命精神，穿越历史启迪未来。

人间正道是沧桑
———90年来， 从探索开

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到开
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
道，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把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
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 道路就
是党的生命。 ” ———习近平

虎贲云集，沙场点兵。
2017年7月30日， 朱日和联合训练

基地阅兵，1万余名将士像大山一样雄
壮挺拔。

回望人民军队的来路， 历史风烟扑
面而来。

1927年8月1日凌晨， 起义部队以
“山河统一” 为口令，4个多小时就肃清
南昌城内守军。

八一枪声，如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
一个政党从此有了绝对领导的武装

力量，开始探索苦难与辉煌的奋斗之路。
———走中国道路， 必须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探索符合中
国国情的道路。

“找寻”与“探索”道路，是一代代共
产党人的共同使命。

“上山，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出发
点。”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
黎明说。

历史的巧合，总是耐人回味。
距八一起义总指挥部十余公里的南昌

西郊，有条幽静土路，被称为“小平小道”。
“文革”期间邓小平被下放江西，他常

在这条小道踱步，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
从“小平小道”上的深邃思考到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 中国历经思想解放洗
礼和体制机制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各族人民， 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镌刻下砥砺奋进
的历史性变革， 实现了继往开来的历史
性飞跃。

———走中国道路， 必须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这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和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
保证。

2016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
冈山神山村视察。

“你呀，不错嘞。 ”75岁的村民彭水
生向着总书记竖起大拇指。

这是人民对一个政党发自肺腑的评价，
这是一个政党在人民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走中国道路，必须与时俱进，勇
于创新，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
生机活力。

巡视员制度，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鲜为人知的是，
早在井冈山时期，这一制度就发挥作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像一群
最早觉醒的播种者， 将未来中国的种子
栽种，呵护它脱壳吐芳。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今日
中国，阔步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诸
多开创性的事业正在开展。

为有牺牲多壮志
———90年来， 无数共产

党人为信仰而来， 为信念而
战，谱写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
雄史诗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
魂。 ” ———习近平

八角楼前， 一棵枫树在石头下萌芽
扎根，突破重压把石头撑开。

历经90年， 这棵枫树依然高大挺
拔，一如共产党人的信仰。

信仰是百折不挠的力量， 无数共
产党人为民族复兴而艰苦奋斗、 孜孜
以求。

“多数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只有少数
人因为相信而看见。”国防大学金一南教
授说，信仰的力量，是共产党人从胜利不
断走向胜利的秘诀。

井冈山精神， 苏区精神， 长征精
神， 长江抗洪精神……信仰在这里一
脉相承。

今年6月，强降雨侵袭修水县，杭口
镇党委书记匡美建、 副镇长邓旭和大学
生村官程扶摇因疏散群众，被洪流卷走，
用生命践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的入党誓言。

有奋斗，就有牺牲。 2013年至2016
年， 全国120多名共产党员牺牲在反贫
困的战场上……

因为信仰， 本可养尊处优偏向荆棘
而行，本可锦衣玉食毅然向死而生。

在井冈山小井，一块墓碑镌刻：魂归
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

为了革命， 曾志先后将三个儿子送
给他人，历经骨肉分离之痛。失散多年重
聚后，已是“高官”的母亲不徇私情，让儿
子继续务农……

信 仰 如 火 焰 ，检 验 作 风 ， 淬 炼
风骨 。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从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到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400多
万党组织，8900多万党员力量凝聚，信
念更坚。

更加众志成城
———90年来，从“打土豪分

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再到“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彰显共
产党人执政为民的初心情怀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
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

———习近平
2016年考察井冈山时，习近平总书

记在八角楼慎德书屋和革命烈士后代、
先进人物代表交谈中深情提出：“行程万
里，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 就是要永远保持对人民
的赤子之心———

从井冈山时期“三大纪律六项注
意”，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
务”的演讲，再到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生动诠释共产党人始终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政治情怀。

不忘初心， 就是要凝聚起亿万人民
奋进的力量———

1928年8月，敌军进犯井冈山。 农民
手持梭镖大刀赶来参战，军民众志成城，
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上山’，其
实就是找人民这个靠山！”井冈山革命博
物馆专家饶道良说。

不忘初心，就是要回应人民期待，满
足人民的新需求———

今日，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
烈，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秋收起义策源地萍乡，曾有“江南煤
都”之称，近年陷入资源枯竭。 在萍乡转
型时，勘测出一个特大煤矿。

采，还是不采？
采，就有不菲的财政来源，但可能破

坏生态。
“我们不能在绿色发展的路上半途

而废。 ”萍乡市委书记李小豹说，等今后
技术更先进了，再综合利用。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今天的中国，人人享有梦想成真、人

生出彩的机会；
今天的中国，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今天的中国， 一如生于这块红土地

的革命烈士方志敏写下的《可爱的中
国》：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
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今天，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如立于峰

巅的擎旗手， 引领亿万人民向着伟大梦
想开始新的进发。 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从胜利走向新
的胜利！ （据新华社南昌9月7日电）

迈向伟大复兴新征程
———写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之际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
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条例》的修订，进一步保障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宗教团体、 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提供
公共服务；宗教界可以依法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宗教教职人员
享有参加社会保障权利；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可以依法申
请法人登记；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享有相
关财产权利。

《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宗教事务管理，提出“保护合法、制
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加强对宗教
财产的监督管理、规范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等。《条例》还明确
了相关法律责任。

国家网信办：

加强对互联网公众号
发布内容的监测管理
微信群等群主应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日印发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提出， 互联网用
户公众账号服务提供者应落实信息内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发现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的， 应立即采取相应处置措施等。 国
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服务提供者
应落实信息内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要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
应的专业人员和技术能力， 设立总编辑等信息内容安全负责
人岗位，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日印发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提出，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管
理者应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即“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
责”，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
和信息发布。

规定要求，互联网群组成员在参与群组信息交流时，应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文明互动、理性表达。 该规定自2017年10月
8日正式施行。

� � � � 2017年6月24日凌晨，修水县杭口镇党委书记匡美建、副镇长邓旭和党员大学生村
官程扶摇前往受洪灾围困的贫困村疏散群众，被暴涨的洪流卷走，不幸牺牲、失联，用
年轻的生命践行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言。 图为当日，消防队员
和蓝天救援队员在修水县杭口镇搜寻在救灾中失踪的乡村干部。 新华社发

医保国家异地结算系统
初步建成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记者7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了解到，全国医保异地就医结算联网工作取得突破，已初步
建成国家异地结算系统，并与所有省区市连通，开通6616家
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

人社部副部长游钧表示，要重点推进按病种付费，开展按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点，进一步完善按人头、按床日等付
费方式，强化医保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

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