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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基本情况
该标的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统计局街，建筑面积为2029.62平方米，共3层。每层楼布局及结构

一致，均有12-14个房间，每间房约为12-15平方米，有独立的卫生间，房屋结构为砖混，简单装修。
二、出租底价：26万元/年
三、适用范围：快捷酒店、托管中心、办公。
四、联系方式：王丽娟 18586095917 欢迎有意向的客户来电咨询。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翠柳路3号。
详情请登录内蒙古产权交易市场查询http://nmgcqjy.e-jy.com.cn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统计局原宾馆公开招租

1949-2019。两个意义
深远的时间坐标，勾连出一
段波澜壮阔的征程。历史的
长河，记录新中国70年一路
奔腾向前的步伐；世界的目
光，见证亿万中华儿女始终
昂扬奋进的姿态。新时代的
跃迁中，古老的中华民族正
在崛起精神新高度，彰显更
加成熟自信的中国气质。

铸就世代传承的坚韧

品质

金秋时节，中国首都北
京，两项世人瞩目的工程齐
头并进。

城市南端，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正在忙碌地进行
投入运营的各项准备。这
座形如金凤展翅的超级工
程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综合
交通枢纽，拥有全球首座
高铁地下穿行的机场航站
楼、全球首座双层出发双
层到达的航站楼、世界最
大单体航站楼。

一路向北，京张高铁实
现全线轨道贯通。百余年
前，京张铁路打破了中国人
不能自建铁路的断言；而
今，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
重要交通保障设施，京张高
铁开启了智能高铁的先河。

两大工程遥遥相望，
成为新时代新中国飞跃进
步的缩影。

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沧
桑，历经沉沦与觉醒、奋斗
与崛起，70载辉煌成就承
载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
伟大的梦想。

独立解放梦、“两弹一
星”梦、奥运世博梦……新
中国成立70年，中华民族
渴盼已久的梦想一个个成
为现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安居梦、创业梦、求学
梦、养老梦、健康梦、创新
梦、小康梦……在国家梦想
与个人梦想的激荡交融中，
中国梦正在奏响强国之梦
的时代强音。

近期，一家英国媒体
的短片回顾了摘取诺贝尔
奖的屠呦呦以身试药、毕
生研究青蒿素的过程，一
夜间火爆朋友圈。

短片将屠呦呦与爱因
斯坦等人并列，指出“尽管
他们彼此差异巨大，但他们
都有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的
智识勇气，以及面对逆境依

然坚定立场的个人勇气”。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人。”
有人惊叹，中国梦在这

片广袤的土地上唤起如此
强大的“心”动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
论是唱响《我为祖国献石
油》的工人，还是扛着蛇皮
袋汇入进城大军的农民，无
论是夜以继日贡献于中国
创造的科学家，还是
挥汗如雨埋首于中国
制造、中国建造的工
匠，亿万中国人对梦
想的追逐，刻印下历
史前行的轨迹，传递
着民族奋发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70年
来，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从富起来到强起
来，历史性的伟大飞
跃，是追梦圆梦的迢
迢征途，亦是亿万中
华儿女精神气质焕然
一新的风雨历程。

沧海桑田，芳华璀璨。
亿万中华儿女锐意开拓、
追梦圆梦的坚定步伐，踏
着强劲有力的时代鼓点，
凝聚起一个国家蓬勃向上
的精神动力。

梦想曾遥不可及，梦
想是如此之近。

绿意盎然的长江两
岸，稻浪滚滚的东北大地，
生机勃勃的深圳前海，活
力四射的上海张江，飞架
三地的港珠澳大桥……中
国梦的现实注脚无处不
在，世界惊叹于中国永不
停歇的脚步，更折服于中
国人不舍昼夜的拼搏。

当中国经济总量稳居
世界第二，当中国崛起被
国际媒体称为“近年来最
重要的全球变革”，深藏于
近14亿人心中的家国之梦
喷薄而出，化作势不可挡
的归属感和进取心，铸就
推动一个发展中大国稳步
前行的强国之魄。

融入日新月异的时代

脉动

“光腚屯”、“土改第一
村”、全国小康示范村……
数个气质迥异的名称，均指
向同一个地方———黑龙江
省尚志市元宝村。

70多年前，土改工作队
在村里最古老的一片耕地
上打下第一根桩子，也悄然
间种下“求变”的火种；上世
纪80年代，不再满足于包产

到户带来的收入，村办企业
开始将铅笔卖往世界各地，

“求变”，让元宝村一跃成了
亿元村；如今，当国内外的
竞争更加激烈，元宝村又一
次“求变”，开发出高端、绿
色新产品，今年的订单纷至
沓来！

历经10余年的艰苦准
备，2019年4月，各国科学家
合力“捕获”了一张黑洞“正

面照”。
全世界为之沸腾。全

程参与这项国际合作的中
国科学家，被认为“在此次
国际合作中做出了不可或
缺的贡献”。“事件视界望
远镜”项目科学委员会主
席、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
海诺·法尔克说：“中国将
成为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
参与者。”

从“东方红”跃然于世
到“墨子号”飞向太空，从

“复兴号”风驰电掣到C919
大飞机划过长空，从“两弹
一星”横空出世到“嫦娥四
号”传回世界上第一张近距
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

当一个个标记“中国智
造”“中国创造”的成果惊艳
全球，世界在追问：一跃千
里的创新中国，秘诀何在？

中国南海，波光潋滟。
年过八旬的汪品先院士坐
进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
号。9天里3次“深潜”，人们
惊叹“老人与海”的传奇，他
却兴奋于亲历这未知的世
界，会带来“研究的新意”；

中国西南的大山深处，
平均年龄35岁的科研团队
承担着“中国天眼”的调试
任务。失败了重来，再失败
再重来。三年不到，中国人
设计制造的大望远镜所有
性能指标达到验收要求，其
中灵敏度和指向精度两项
关键技术指标超出预期；

北京市八一学校，高二
年级学生张馨心和小伙伴
们一道，将亚轨道飞行器

“方舟一号”从图纸一点点
变为现实。携带着太空生物
实验舱，承载着少年们攀登
科技高峰的热情和勇气，

“方舟一号”在内蒙古成功
发射；

……
蓬勃不息的创新精神

代代传承，正是中国号巨轮
在风雨中稳健前行的动力
所在，更是中华民族走向辉

煌的制胜法宝。
80多年前，面对敌人劝

降的纸笔，烈士方志敏这样
写下对祖国母亲诚挚的期
许———到那时，到处都是活
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
月异的进步……

而今，首届进博会的盛
况犹在眼前，上海已经紧锣
密鼓进入第二届进博会的
筹备阶段。

参展的世界500强和
龙头企业超过250家，布展
面积30多万平方米……在
国际企业界眼中，全球第
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
级展会，这一“新型创新”
将会“改变全球贸易模式
的时间表”。

有人说，中国，“可以
引领下一次全球变革浪
潮”。这个古老的东方国
度，正不断把“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的特质，注入新
时代的品质。

照亮昂扬奋进的伟大

征程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祖国的需要就是我

们奋斗的目标！”
毕业季的东北林业大

学校园，回响着80岁的校
友吕秉臣半个多世纪前的
毕业故事。

包括吕秉臣在内的47
名东北林业大学毕业生奔
赴塞罕坝，成为塞罕坝建场
时唯一一批大学生。

风沙蔽日、一年无霜期
只有50多天、最低气温达零

下43摄氏度……彼时
的塞罕坝，可谓“苦寒
之地”。

置身荒野，住马
架房、窝棚，吃莜面
疙瘩和咸菜；观测气
象、看护幼苗，通宵
达旦、熬红双眼；久
居深山，有时需要6个
交换台才能获知家
人的讯息……立志于
塞罕坝的生态恢复，
再苦再累，挡不住这
群年轻人前进的脚

步！
青丝渐成白发，脸庞满

是岁月留痕。
吕秉臣在内的三代

人，用青春与奋斗换来塞
罕坝苍翠连绵、松涛阵阵。
荒芜之地树立起的绿色地
标，亦是一座礼赞奋斗的
精神丰碑。

让荒漠变绿洲，让天堑
变通途。中国高铁、“中国天
眼”、港珠澳大桥……这些
标志性工程，是中国人民自
力更生的见证，更是中国人
民艰苦奋斗的书写。

身着迷彩服，手机铃
声设成冲锋号，见人敬军
礼……

以“扶贫志愿者”身份
来到湖南石门县薛家村，退
伍老兵王新法不改军人本
色，投身于另一个没有硝烟
的战场。

带人加固河道，架起5
座桥；爬山越岭，铺设管道
引来山泉水；组织村民规划
生态茶园，让薛家村有了

“绿色银行”……村民们越
来越离不开他。

然而，就在王新法和村
民商量修改村里第六座桥

的设计图时，他突然捂着胸
口，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
没有起来。

薛家村，是英雄长眠
的地方。

88年前，红四军68名
战士在这里的剪刀峡壮烈
牺牲，当时村民将他们散
落的遗体掩埋起来。为了

“请烈士回家”，王新法掏
出退休金，在薛家村六塔
山建烈士陵园。

王新法自己，成为守望
这片山水的第69位“英魂”。

在反贫困斗争的战场
上，王新法的故事仍在延
续。姜仕坤、黄文秀、张秀
代……一个个倒在扶贫一
线的平凡英雄，诠释着中华
民族对天道酬勤、奋斗必胜
深入骨血的信仰。

一排排藏式新居，一所
所新校园，一座座新医院，
一片片商贸新区，一条条宽
阔道路……漫步于青海玉
树街头，美丽新城向世人展
现着灾难之后中国人民不
屈的生命力。

从唐山到汶川，从洪
水到非典，从外交封锁到
西化、分化、围堵……无数
严峻挑战见证了，没有什
么能阻挡中华民族昂扬奋
进的脚步。

从王进喜到时传祥，从
焦裕禄到廖俊波，从袁隆平
到樊锦诗，从黄大年到张富
清……新中国70年的史册
里，写满了中华儿女撼天动
地的奋斗故事。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
成绩单———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6.3%，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737万人，消费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60.1%……2019年上半年，
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而
中国经济迎难而上、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步伐依然坚定。

新中国成立70年，改
革开放40年，坚定沉着战
狂澜的背后，是无数普普
通通的中国人，以默默无
闻的奋力奔跑，积淀起国
家在乱云飞渡、风吹浪打
中的从容底气。

崛起中华民族精神新高度
———从70年奋进征程品读中国气质

文·摄影/新华社记者 吴 晶 何雨欣 施雨岑 陈 飞

进博会吉祥物“进宝”迎接四方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