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塔尔首相
将出席麦加特别峰会
据新华社多哈5月30日电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尔

29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内政大臣阿卜杜拉将代表卡塔尔出
席30日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召开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
会（海合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特别峰会。

阿卜杜拉此次沙特之行，是海湾断交危机以来，最高级别
的卡塔尔领导人踏上沙特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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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为备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预赛阶段(四十强赛)比赛，中国足协30
日公布里皮回归后的首期24人集训名单， 北京中赫国
安球员李可成为首名入籍球员国脚。

在这份名单中，中超“领头羊”北京中赫国安共有6
名球员入选，李可成为首名入籍球员国脚。广州恒大淘
宝队有包括老将郑智在内的7名球员入选。

新一期的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2019年6月3日
至12日在广州集训， 将与菲律宾队和塔吉克斯坦队进
行两场热身赛。

国足公布24人集训名单 集训名单
上海上港：颜骏凌、贺惯
广州恒大淘宝：郑智、张琳芃、黄博
文、徐新、高准翼、韦世豪、杨立瑜
山东鲁能泰山：王大雷、蒿俊闵
北京中赫国安：于大宝、王刚、张稀
哲、李磊、李可、张玉宁
江苏苏宁：吴曦、吉翔
上海绿地申花：朱辰杰
天津天海：张鹭、杨旭
重庆斯威：冯劲
天津泰达：木热合买提江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蔡
矜宜 通讯员 胡斌）今天，2019年度
援乌拉圭第二期体育教练技术援助
项目之乒乓球项目技术培训， 在湖
南体育职业学院闭班，11名来自乌
拉圭国家队的运动员、 教练等在这
里进行了为期近三个月的训练。

本次乒乓球技术援外培训目
的在于，帮助乌拉圭国家队队员在
第18届泛美运动会中能取得好的
成绩。培训期间，湖南体育职业学

院选派了一流教练进行指导，并组
织培训运动员与我省优秀运动员
进行合练、切磋球艺，在乒乓球项
目管理、竞赛组织、场馆运营等方
面，为参训队伍提供经验。

据悉，湖南体育职业学院近年
来不断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多次
承办对外体育技术培训，曾承担了
利比里亚、玻利维亚、朝鲜、新加
坡、缅甸、萨摩亚等多国的体育项
目培训。

援乌乒乓球技术培训闭班

� � � � 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为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光辉历
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新华社将从本
月起至9月，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特别策划报道”，每月月底围绕一个主
题，策划播发一组专题报道。今天推出第
一组 “特别策划报道 ”，主题是 “中流砥
柱”，欢迎采用。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林晖 罗争光

走过百年风雨， 因初心不改而朝气
蓬勃；

迈向伟大复兴， 因矢志不渝而一往
无前。

根据党的十九大部署， 近日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今年6月开
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成立98
年、执政70年的世界最大执政党，重温初
心、抖擞精神，担当使命、砥砺作为，凝聚
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百年大党的精神密码
战争年代，为了民族解放，他英勇无

畏，冒着枪林弹雨，立下赫赫战功；革命
成功，为了祖国建设，他扎根偏远山区，
深藏功名，奉献一生……

原西北野战军战士、老英雄张富清的
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一位95岁的老党员，
为什么能历经岁月而不改本色， 甘于平凡
而奉献终生？正是因为那份赤子之心。

一个人如此，一个政党也是如此。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
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走过无数
苦难与辉煌， 诞生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
得出这样一条宝贵经验。

这是回望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国
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扛在肩头，初心不改、
历尽艰辛， 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是面向未来的郑重宣示———面对
新使命新任务新挑战， 中国共产党仍须保
持建党时的奋斗精神， 保持对人民的赤子
之心，担当起引领复兴伟业的历史重任，在
新的赶考中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成为鲜明主题。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
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阐明了初心和使命的内涵和意义。

致力非凡之事业，定有非凡之精神、
非凡之担当。

在擘画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的同
时，党的十九大作出重大部署：

“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
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
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不懈奋斗。”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
垂范，开启“初心之旅”。

———越是向前走，越要坚定理想信念。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 习近平总书

记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
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赴浙江嘉兴瞻仰
南湖红船，重回中国革命的原点，重温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在瞻
仰中，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事业发展
永无止境， 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
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
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
成、一往无前。”

———越是向前走，越要保持革命精神。
2018年1月，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面对新一届中央
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
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
革命精神”“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
革命斗志， 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

———越是向前走，越要牢记勿忘人民。
2018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深

入四川大凉山腹地考察， 用脚步践行走
遍全国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承诺。

在村民家中， 他再次以初心宣示决
心：“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 就以为民族
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让人民群
众脱贫致富是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
目标。”“共产党给老百姓的承诺，一定要
兑现！”

———越是向前走，越要激发担当作为。
今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殷切寄语：

“干部要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铭刻
于心，这样，人生奋斗才有更高的思想起
点， 才有不竭的精神动力”“要用知重负
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
诚、对人民的赤诚 ”。

……
自上而下的率先垂范， 带动全党一

致的不懈追求。

一以贯之的精神洗礼
3月20日下午，青海省委党校小礼堂

内座无虚席，一场题为“青藏公路之父慕
生忠开路精神”的党课在此举行。

高原雪山和黑白老照片的背景中，
海西州委党校高级教师白继红和同事们
演绎着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人的“开
路故事”。当台上的“筑路工人”挥动大
锤、相互鼓劲“死，也要头朝拉萨”时，台
下的党员干部无不眼眶泛红、心潮激荡。

一场创新的党课宣讲， 一次震撼的
精神洗礼。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全体党员
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鼓励党员
干部勇于担当作为的一个剪影。

开展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
身建设的重要措施。 从延安时期的整风

运动，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党分期分
批开展的全面整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党性党风教
育， 再到新世纪以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活动、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
践中， 总是坚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新变
化、时代发展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在全
党开展集中教育， 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
础、提升党的战斗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集中教育这个
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传承和发展———

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 以县处
级以上领导机关、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为重点，中央政治局带头，全党深入开展
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开展“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1.8万名县级以上党委
（党组）书记带头讲专题党课，对党员干
部在思想、作风、党性上又一次集中“补
钙”“加油”；

2016年2月以来，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并将其常态化制度化， 进一步
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

“‘欲事立，须是心立’。加强思想教
育和理论武装， 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
任务， 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在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

从思想建党入手， 我们党抓住思想
教育这个根本，通过一次次集中教育，始
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不断增强
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能力。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作
风建设， 集中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党内突
出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聚焦县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
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基
础上，对领导干部修身做人、干事创业提
出进一步要求。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定位为全面从
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 推动党内教育从
“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
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一个勇于自我净化、 自我革命的政
党，才能永葆先锋本色；

一个始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政
党，必将挺立时代潮头。

“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历经数次
党内集中教育的洗礼， 党风政风为之一
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党内集中教育，推动党的自我革新。
政治建设上，全党“四个意识”更加

牢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两个维护”
更加自觉；思想建设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共产党
人的精神支柱高高挺立；组织建设上，党
员管理更加有力有效， 基层组织活力迸
发；制度建设上，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固化

为党内法规……
传承发展好党内集中教育这个优良

传统，我们党必将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在各种风浪考验中朝气蓬勃、一往无前。

面向未来的自我革命
初夏时节，赣江两岸郁郁葱葱，欣欣

向荣。
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央红

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 深情缅怀
当年那段峥嵘岁月：

“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
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
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
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

回顾过去的艰难困苦， 是为了坚定
今天的理想信念，鼓舞全党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不畏风雨、继续奋进。

今天， 中华民族正处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近在眼前， 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
越到关键时刻，越需要响鼓重锤。

环顾世界，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
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 保护主义的负
面效应日益显现，“黑天鹅”“灰犀牛”不
时冒头。越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越
需要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
自己的事情。

审视国内， 经济转型升级仍处于爬
坡过坎期， 三大攻坚战仍需持续全面发
力， 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发生深刻变
化， 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越是在
船到中流浪更急、 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
候，越需要迎难而上。

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
内外环境越复杂，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
要加强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高瞻远瞩，
正逢其时。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是进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教育的最好时间节点。”

对于这次主题教育的具体开展，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部
署———

明确总要求：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

指明根本任务：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锤炼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

提出五项目标：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
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
精雕细琢始得玉，千锤百炼方成钢。
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 全党上下必将开启一场新的自我革
命，使全体党员干部永葆初心本色、永立
时代潮头， 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
格，锻造坚强自信团结的领航力量，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朝着民族复兴的伟大
梦想奋勇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锻造领航复兴的中流砥柱
———写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即将启动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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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外交部30日举行中外媒体吹
风会。 外交部副部长张汉晖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俄罗
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有
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张汉晖表示，习近平主席将于6月5日至7日对俄罗斯进行
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当前，国
际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抬头，严重冲击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地区热点问题发酵，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威
胁和挑战上升。当前形势下，中俄关系日益成熟、稳定、坚韧。
双方政治互信坚实牢固，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
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 双边贸易额去年突破1000亿美元，创
历史新高。能源、航空航天、互联互通等领域战略性大项目扎
实推进，农业、金融、科技、网络电商等新兴领域合作迅速发
展，两国合作展现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去年和
今年，双方共同举办地方合作交流年，地方交往持续扩大，人
文交流不断升温。中俄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密切有效协作，坚定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
明地倡导多边主义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
势中发挥了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

张汉晖指出，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此访是习近平主
席连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在两国关系
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必将在新形势下推动中俄关系
实现更大发展，开启新的征程。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普
京总统举行国事活动，共同出席中俄建交70周年庆祝大会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 签署或见证签署重要合作
文件。习近平主席还将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本届论坛
全会主题为“打造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主席将在论坛全
会致辞， 阐述中方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要主张， 同各方一
道，倡导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实现地球村共同发展繁荣。

张汉晖强调，习近平主席将同普京总统全面总结过去70
年两国关系发展经验，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作出战略规划，推
动两国关系提质升级。此访将夯实中俄关系政治根基，确认在
涉及彼此核心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给予更大支持， 确保两
国关系不受任何国际风云变幻影响； 为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
开启新前景， 把两国高水平的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更多实实
在在的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就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