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纪念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大会将于5月4日上午10时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
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
中国网和人民日报客户端、 新华社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同步直播。

湖南日报5月2日讯（刘笑雪 冒蕞）今天
上午，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暨“2018年夏季
攻势”动员电视电话会在长沙召开。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强调，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
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推
动中央部署在湖南落地生根，集中歼灭一
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确保一年见成效、
三年明显见效。

副省长陈文浩主持， 省政协副主席、

省科技厅厅长赖明勇，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许达哲
指出，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重要战略思想，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端正
发展观念，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要做到三个
“统筹”，即统筹保护与发展，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注重源头防治； 荩荩（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
恒）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主持召开长江岸线整治专题会议。他
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和岳阳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超常规的
举措，推进长江岸线湖南段专项整治，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省领导谢建辉、张剑飞、陈飞出席。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意义、思路和举
措，习近平总书记都已经讲明讲透，我们开会
的目的就是要认真研究一个一个具体问题，
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开始，杜家毫
开门见山地说。

会上，岳阳市、省发改委、省水利厅、省
交通运输厅、省国资委、省环保厅、省财政
厅负责同志先后发言， 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谈了我省长江和洞庭湖保护治理特别是长
江岸线整治的现状、 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
工作打算。近年来，湖南持续推进长江岸线

保护， 将非法码头整治作为长江及洞庭湖
水生态保护工作的重点， 已于2017年底取
缔关停长江岸线湖南段39个砂石码头,并完
成岸线生态复绿。 但也还存在岸线资源割
据分散、 码头泊位利用率不高、 经营主体
多、产能低下等问题。

杜家毫认真倾听，不时插话交流。他说，
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前一阶段长江岸线整治工
作取得的成绩， 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各项工作
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
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荩荩（下转2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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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在五四青年节和
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考察。 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向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
向全国各族青年、 向全国青年工作者致以节
日的问候。他强调，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
续奋斗。 广大青年要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生力军，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高
校要牢牢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个根本任务，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建设
高素质教师队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季春时节， 北大校园鲜花盛开， 草木葱
茏，生机盎然。上午9时许，习近平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北京大
学党委书记郝平、校长林建华陪同下，首先来
到临湖轩，参观“新时代———北京大学近五年
成就展”。古色古香的临湖轩里，一块块展板
图文并茂，一组组数据清晰直观。习近平认真
听取情况介绍，仔细察看北大在文理科学科成
就、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国际交流、社会服务
等方面重要成果展示，对北大取得的成绩给予
充分肯定。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北大继承
光荣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
成果丰硕，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成绩突出，学校发展思路清晰，办学实
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看了令人欣慰。他强调，
国家发展同大学发展相辅相成。我们要在国家
发展进程中办好高等教育， 办出世界一流大
学，首先要在体现中国特色上下功夫。

临湖轩北侧的小庭院，紧邻未名湖，景色
宜人。习近平来到庭院，看望部分资深教授和
中青年教师代表，并同他们亲切交谈。他们当
中既有邓小南、王缉思、林毅夫、钱乘旦、申
丹、杜维明、安乐哲等资深老教授，也有彭锋、
渠敬东、余淼杰、蒋朗朗等优秀中青年教师。
习近平对他们说，看到各位老教授身体健康、
精神矍铄，非常高兴，你们几十年如一日笔耕
不辍、悉心育人，为培养党和人民需要的优秀
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向你们表示敬意。美
国籍的汉学大师安乐哲先生，翻译过《论语》
《孙子兵法》 等中国传统经典，2013年荣获第
六届世界儒学大会颁发的“孔子文化奖”。
习近平亲切问他来自哪所大学、 来中国多长
时间、是否适应这里的生活，并希望他更多向
国外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总书记还勉励
中青年教师向老一辈专家学者学习， 继续在
教学和科研上用心耕耘。

近年来， 北京大学培养和汇聚了一批具
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学家、 科技领军人才和
创新团队，科研综合实力、原始创新能力显著
增强。在金光生命科学大楼一层大厅，展示了
近年来北京大学在理科、工科、医科等领域的
科研成果。 习近平认真听取关于学校学科建
设、人才队伍建设、科研创新能力提升等情况
介绍，并仔细察看新一代干细胞技术、碳芯片
技术、 微型双光子显微成像系统等科研装置
和实物模型。习近平对大家说，看了你们的成
果展示，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 是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
的最关键因素。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
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
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 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把人、财、物更多向科技创新一线倾斜，
努力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
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上取得更大突破，抢
占科技创新制高点。 高校是科技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科研人员是我国科技创
新的重要队伍。要加强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
加强对交叉学科群和科技攻关团队的支持，
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和创
新团队。

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
源地， 近年来成立了全国第一家马克思主义
学院，并于今年1月成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习近平来到这里
参观“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主题展览”。
习近平认真观看展览， 深入了解学校开展马
克思主义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
学、研究情况。他强调，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就是要坚持“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的鲜明导
向和办学原则， 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进校园、
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发挥应有作用。

随后， 习近平走进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
中心，察看馆藏马克思主义典籍，询问“马藏
工程” 进展情况， 称赞他们的工作非常有意
义。阅览室里，一些中外学生正在就“解读新
时代”进行座谈交流。习近平走到他们中间，
认真倾听讨论，并同大家互动交流。总书记问
大家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专业、 学习这个
专业有什么体会，同学们兴奋地一一回答。同
学们问总书记“您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者， 您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好的方法”，
总书记热情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

他对在场的外国留学生说，要了解中国，就要
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文思想和发展阶段，
特别是要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
强调，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
主义的地方，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诞生
170周年。我们对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最
好纪念， 就是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他勉励大家紧密联
系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 认真开展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拿出更多有分量
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11时许， 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英杰交流
中心，参加师生座谈会。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
平、哲学系教授王博、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本
科四年级学生宋玺分别发言。 习近平认真听
取他们的发言，不时插话，现场气氛热烈。

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全文
见2版）。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广大青年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广大
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
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
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
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
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习近平强调，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
奋斗。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今
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
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 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为迫切。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学
校的共同使命。 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才能办好，才
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习近平提出， 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抓
好三项基础性工作。

第一，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我国社会
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要抓好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深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
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 理论意义和现实
意义的认识， 教育他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真正搞懂
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发展走向，认
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 让学生深刻感悟马
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为学生成长成才打下科
学思想基础。 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
行者。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

第二，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政治
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
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要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
考虑大学师资队伍的素质要求、 人员构成、
培训体系等。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让教
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
人的责任。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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