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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缅怀革命
先烈，弘扬英雄精神。烈士纪念日向人
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30 日上午在北京
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同各界代表一
起出席仪式。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
红旗高高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
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
达着对国家繁荣富强的美好祝愿，花篮
上“万众一心”字样格外醒目。

临近10时，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

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

嘹亮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
“礼兵就位！”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

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
伫立。

10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
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
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
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
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
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
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
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
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
9 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的红色缎
带上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 名
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缓走向人民英雄
纪念碑，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登上
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
挺拔的花烛、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
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
怀和崇高敬意。

▲ ▲

（下转8版①）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9月 30日上
午，党和国家领
导人习近平、李
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
等来到北京天安
门广场，出席烈
士纪念日向人民
英雄敬献花篮仪
式。这是习近平
整理花篮上的缎
带。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9月30日
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
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七十一周年。习近平、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
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近500位中外
人士欢聚一堂，共庆共和国华诞。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鲜花绽放，洋溢
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气氛。主席台上方，
庄严的国徽高悬，“1949－2020”的大
字年号在鲜艳的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

17 时 30 分许，伴随着欢快的《迎
宾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
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

军进行曲》，全场起立高唱国歌。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致辞。他首先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
祝贺；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
胞致以亲切问候；向关心支持中国现
代化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
谢。

李克强说，新中国七十一年的发
展史，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筚路蓝缕、发愤图强的奋斗史，是
国家面貌发生巨变、人民生活水平大
幅跃升的辉煌史。今年在共和国历
史上极不寻常。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
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以
举国之力与病魔搏斗，经过艰苦努
力，付出巨大牺牲，取得抗疫斗争重
大战略成果。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及时出台纾困规模性政
策，创新实施机制直接惠企利民，深
化改革开放，稳住经济基本盘，顶住
巨大下行压力实现了恢复性增长，脱
贫攻坚进一步取得显著成效，人民生
活得到有力保障。中国经济展现出
强劲的发展韧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前景广阔。 ▲ ▲

（下转8版②）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

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
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王岐山等出席

李克强致辞 韩正主持招待会

9月30日晚，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一周年。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共和国华诞。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30日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
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
年之际，在各国致力于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推动经济高质量复苏这一特殊
时刻，联合国举办生物多样性峰会，大
家共同探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可
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具有现实而深
远的意义。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物种灭绝
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
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
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人
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心协
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建议：
一是坚持生态文明，增强建设美

丽世界动力。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生态兴则文
明兴。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
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
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
清洁、美丽的世界。

二是坚持多边主义，凝聚全球环
境治理合力。《生物多样性公约》、《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
定》等国际条约是相关环境治理的法
律基础，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成果，得
到各方广泛支持和参与。面对全球环
境风险挑战，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
共同体，单边主义不得人心，携手合作
方为正道。要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国际规则尊严和
权威，提升全球环境治理水平。

三是保持绿色发展，培育疫后经
济高质量复苏活力。要着眼长远，保
持定力，坚持绿色、包容、可持续发
展。要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
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赢。

四是增强责任心，提升应对环境挑
战行动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
于不同发展阶段，在环境问题上的历史
责任和现实能力存在差异。要坚持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照顾发展中国
家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
要切实践行承诺，抓好目标落实。

习近平强调，中国用生态文明理念
指导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

位，采取有力政策行动。过去10年，森
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7000万公顷，居
全球首位。长时间、大规模治理沙化、
荒漠化，有效保护修复湿地，生物遗传
资源收集保藏量位居世界前列。90%
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
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中国积极
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切实履行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等环境相关条约义务，
已提前完成 2020 年应对气候变化和
设立自然保护区相关目标。中国将秉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承担与中
国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提高国
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
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巴黎
协定》确定的目标作出更大努力和贡
献。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将于明年
在昆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我欢迎大家明年聚首
昆明，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大
计。让我们从这次峰会携手出发，同
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讲话全文见2版）

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峰 会 上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倡议各国坚持生态文明、坚持多边主义、保持绿色发
展、增强责任心，强调中国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力量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时的3篇重要讲话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国庆、中秋佳节将至，今天，省
委书记杜家毫先后来到株洲市、怀化
市，看望慰问株洲市政协原副主席、炎
陵县委原书记黄诗燕和怀化市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溆浦县委原书记蒙汉同
志的家属，代表省委和全省党员干部向
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剑飞一
同看望慰问，省政协副主席、怀化市委
书记彭国甫参加怀化看望慰问。

来到黄诗燕的家中，杜家毫与他
的妻子、女儿亲切交谈。杜家毫说，黄
诗燕同志常年工作在革命老区脱贫攻
坚一线，带领炎陵县20万人民群众脱

贫致富，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
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
优秀同志感到悲痛和惋惜，组织和群
众永远不会忘记他。得知女儿黄心雨
大学毕业已走上工作岗位，杜家毫勉
励她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父亲遗志，扛
起家庭重任，锤炼坚强意志，以自己在
学习工作中的优异表现和成长进步来
告慰父亲。

在蒙汉家中，杜家毫与他的妻子、
女儿坐在一起，了解工作生活近况，请
她们节哀保重，并深情回忆起自己与
蒙汉在雪峰山下、北斗溪乡商议发展
当地民宿旅游产业、帮助群众脱贫致
富的情景。杜家毫说，蒙汉同志虽然

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垂不朽，并
将激励全省党员干部把蒙汉同志为之
奋斗、为之献身的脱贫攻坚事业继续
完成好，接续推进乡村振兴，让更多老
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与黄诗燕、蒙汉同志家属告别
时，杜家毫反复叮嘱当地负责同志，黄
诗燕、蒙汉同志是用生命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优秀共产党员，
是我省脱贫攻坚一线涌现出来的优秀
领导干部代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的优
秀品格，特别是把廉洁自律作为生命
线，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
员。

▲ ▲

（下转2版②）

“他们是全省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杜家毫看望慰问黄诗燕、蒙汉同志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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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 30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今天上午，湖南省会各界向烈士
敬献花篮仪式在湖南烈士公园举行。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同省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来到烈
士纪念塔前，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缅怀
革命先烈，铭记初心使命。

乌兰、杨正午、王克英、胡彪、傅奎、
黄兰香、王少峰、谢建辉、张剑飞、冯毅、
张宏森、李殿勋、姚来英、刘莲玉等省领
导和老同志出席敬献花篮仪式。仪式由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主持。

碧空如洗，松柏如肃，烈士纪念塔巍
然耸立。9时整，省会各界向烈士敬献花
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
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激昂的歌声在苍松翠柏间久久回
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 ▲

（下转2版①）

湖南省会各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长举行
杜家毫许达哲李微微乌兰出席

9月30日上午，省会各界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初心使命。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