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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月2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致贺
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庆祝两
国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回首70年，中
俄关系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经过
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已成为大国、邻国
睦邻友好、 互利共赢的典范。 特别是近年
来，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引领下，双方战
略互信日益提升，相互给予坚定政治支持，
各领域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开展密切沟通协作。 中俄
关系业已成为互信程度最高、 协作水平最
高、战略价值最高的一组大国关系，对促进
两国发展振兴，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6月，我对俄罗斯进
行国事访问， 其间我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
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的历史征程， 中俄关系
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前景非常广阔。

习近平强调， 我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
展， 愿同普京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

70周年为契机，着眼守望相助、深度融通、
开拓创新、普惠共赢的双边关系新内涵，共
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就，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和
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祝中俄关系欣欣向
荣，祝中俄友谊万古长青。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 值此俄中两国建
交70周年之际， 谨致以最诚挚的祝贺。我
国是世界上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立
即与新中国建立起最密切合作关系的国
家。回首两国关系发展历程，可以肯定地指
出，俄中关系成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近
年来，双方在各领域积极开展合作，取得丰
硕成果。 两国各级别政治对话内容充实并
不断拓展，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
国家等多边组织框架内密切协作， 合力推
动解决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我相信，我们
将共同努力不断加强俄中关系和各领域合
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欧亚大陆及全世
界的安全稳定贡献力量。亲爱的朋友，衷心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中国人民幸福
安康。 荩荩（下转8版）

就中俄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
普京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10月1日出版的
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文章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要把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
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
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勇于自我
革命， 从严管党治党， 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
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没有中国共产
党，哪有社会主义中国？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
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新时代， 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
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 把党建
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
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
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 也是我们
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
要。

文章指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
巨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
影响党的先进性、 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
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这决定了新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
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

整体态势， 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
神。

文章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
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
必须始终过硬。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
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
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
在。

文章指出，要把我们党建设好，必须抓住
“关键少数”。 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
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领导干部要把践
行“三严三实”贯穿于全部工作生活中，养成
一种习惯、化为一种境界。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张尚武 刘银艳
周月桂 刘永涛 奉永成

10月2日， 三湘大地依然沉浸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欢快而热烈
的气氛之中。城市乡村、大街小巷，阅兵式、
群众游行、 联欢活动等成为人们谈论的热
点话题； 广大干部群众增强了干事创业的
信心和决心，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国情怀。

伟大祖国的前进步伐，势不可挡；三湘
儿女的爱国热情，真挚强烈。广大干部群众
纷纷表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会鼓舞了每个人的信心， 在这波澜壮
阔的新时代，大家更有动力和干劲，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倍感鼓舞，更感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盛大的国庆大典，辉煌的改革变迁，
让我们倍感鼓舞， 更感使命光荣、 责任重
大。”长沙海关关长唐赟峰说。

伴随着湖南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
长沙海关队伍由建关初期的60余人发展
到今天的近1000人，这些变化既体现国门
的不断发展壮大， 更反映出我省开放型经
济发展达到了新水平和新高度。今年前8月，
湖南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47.8%， 比上半
年提高7.7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一。

10月1日，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李大剑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现场观礼，近距离、全方位见识了中国发展
的巨大成就。 他说， 作为一名应急管理干
部，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进一
步增强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紧迫感，坚决扛起安全生产、自然灾害防治
和应急救援的重大职责， 为祖国繁荣昌盛
提供安全保障。

湖南省贸促会办公室副主任韦晓波也
通过现场观礼， 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和大
国崛起的自信。他表示，要把现场观礼的感
受带回去和同事朋友们分享， 以湖南省贸
促会正在牵头承办的2019中国国际轨道
交通和装备博览会为契机， 扎实做好活动
的各项筹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10月2日一早， 省工信厅运行处龙漪
打开电视， 重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的盛况。“真的看不够！” 龙漪
说， 隔着电视屏幕扑面而来的是盛世强国
的气概和荣耀。

这次受阅的装备全部为中国自主研
发制造， 机械化和信息化程度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龙漪说，当湖南制造的装甲车
驶过天安门，由工程机械臂架、盾构机、
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这些湖南制造元素
点缀的彩车盛装亮相时， 作为一名工业
和信息化战线上的奋斗者， 内心感到无
比激动和自豪。

荩荩（下转2版①）

讴歌新时代 争做追梦人
———湖南干部群众热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通讯员 黄露 高雨

牡丹花开灵动自然，美好家园儿童画童
趣盎然， 国之重器栩栩如生……10月1日
晚，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的盛大联欢活
动中， 浏阳烟花为全国人民献上了一场精
彩的视觉盛宴，特别是全球首创的“3D立
体动感烟花画卷”，更是令人惊艳。

联欢现场，7棵表演树上，3D立体动感
烟花画卷徐徐展开。“每棵树高25米、宽20
米， 单棵树重量超过300吨， 堪称史上最
‘重’焰火晚会。”参与绘制画卷的浏阳企业
棠花烟花的技术总监危成焰介绍， 整个画
卷使用烟花近10万筒（发），其中一个最轻
的牡丹花装置就重达3.6吨，牡丹花花瓣展
开后整朵花宽度达到10.5米。 美好家园儿
童画更甚，单个画面面积就有196平方米，

每个装置重近4.5吨，“7个画面组合在一
起，前所未有。”

为了完美呈现这些画卷， 浏阳烟花人
探索、 研究了近一年。“凭借传统工艺制作
的烟花， 一直无法突破平面表现形式。”危
成焰介绍， 通过智能机械与传统烟花跨界
融合，精准控制烟花，让烟花打破平面维度
限制，实现立体化、动态化，将焰火燃放技
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据了解， 为确保烟花燃放的效果和安
全，近10万筒（发）烟花都有精确编码，并且
都配备了双点火系统，每发烟花都连接着一
主一副两个点火头， 由两套独立系统控制。
浏阳烟花人还专门设计了新一代点火机盒
和新型线缆，做到更精准地进行焰火画面齐
发和跑动操作，并解决了老机盒容易出现误
点火的情况，确保燃放万无一失。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通讯员 伊弘
军）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
行，由1300余名官兵组成的联合军乐团先
后演奏了56首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第43首作品是由湘籍
艺术家杨少波作词、 江晖作曲的《美丽乡
村》，这首作品用在“乡村振兴”版块，欢快

跳动的节奏里融入湖南典型的羽调式民歌
音调， 亲切自然地表达了乡亲们对美丽家
园的无限热爱。

据了解，《美丽乡村》 歌曲是杨少波和
江晖为怀化市美丽乡村文化艺术节创作的
主题歌，由湘籍国家一级演员王丽达演唱，
2014年获湖南省文联和省音协主办的面
向全国的“中国梦”征歌银奖。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记者 彭雅惠 ）
1至8月，全省规模工业39个大类行业全部
实现盈利。 全省规模工业实现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7.6%，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7.9%，增幅比全国平均增速高9.6个
百分点。

利润增长源于全省规模工业39个大
类行业全部实现盈利。其中，有24个大类
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利润增长面超过六成，
专用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是我省利润增长最快的三
大类行业， 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等重点行业则有待深
挖潜力。

更可喜的是， 我省工业利润的“含金
量”正在增高。前8个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
每百元资产实现营业收入130.2元，同比增
加3.2元；总资产周转天数同比减少7.2天，
流动资产周转天数同比减少1.6天，资产利
用效率明显提升。

浏阳3D立体动感烟花惊艳北京

湖南歌曲《美丽乡村》奏响天安门

前8月39个大类行业全部盈利
全省规模工业利润增长7.9%，增幅高于全国水平

10月2日，游客在长沙市橘子洲景区参观游览。国庆假期，长沙各大公园、景区游人如织，充满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10月1日，道县周敦颐文化广场，市民举着国旗高唱《我
和我的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蒋克青 何少军 摄影报道

欢度国庆

10月2日，一名家长带着孩子在江永县新华书店挑选书籍。国庆假期，
不少市民走进书店或图书馆，在浓浓的书香中度过长假。 田如瑞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杨又华

凌晨2点起床，2点40分从宾馆出发，穿过
灯火明亮、静谧安宁的复兴大街，来到梅地亚
新闻中心集合点。4点多， 到达天安门广场观
礼台。

十多个小时，人始终处于兴奋之中，忘了
饥饿，忘了疲劳，只觉得眼睛不够用，手机、相
机拍得不够，而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

现在，盛典已经落幕，余音却依然在心中
震荡。

作为地方媒体的一名普通新闻工作者，
能够有机会参加这场旷世盛典的观礼， 那种
幸运、幸福的感觉，难以言表！

这一天，值得用一生来珍藏。那些美好的
画面，将长久在心中荡漾。

流着泪唱国歌

报时钟声响起，全体起立，部署在广场四
周的70响礼炮冲天而起。

那礼炮声是如此深沉，雄浑，有力，一声
声在叩击着心房。 我感到广场的地面都在微
微震颤。 这礼炮声，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
大地一定都听到了。 巍然肃立的人民英雄纪
念碑听到了，长江、黄河听到了！

这礼炮声，像是从历史的深处响起，它像
是在低诉般地告慰，告慰那无数地下的英灵，
是他们巨大的流血牺牲，换来了这盛世繁华；
它像是在深情地回想， 回想共和国的苦难辉
煌，回想70年的前赴后继的奋斗；它也像是在
响亮地宣示：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岁生
日， 人民要用一场盛大欢乐的典礼来为她庆

生！
国旗护卫队官兵的身影出现了。 他们的

脚步声是那样铿锵有力，威武雄壮。
注目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阳光下缓缓升

起， 嘹亮的国歌声响彻广场。 我想大声唱出
来，嗓子却哽咽了。待礼毕坐下，我看到了周
边许多人脸上的点点泪光。

欢呼声此起彼伏
红五星贴在脸上，小国旗拿在手中。合着

现场音乐的节拍一齐鼓掌，一齐挥舞，一齐欢
呼。泱泱大观，气势恢宏。

坐在观礼方阵中， 就像漂浮在声浪和旗
帜的海洋，每个人都成了一朵快乐的小浪花，
一次次被欢乐的大潮抛上峰巅。

荩荩（下转2版②）

最难忘，那些美好的瞬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观礼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