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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值此中国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我向
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干部职
工和外国专家、友人，致以诚挚的问候！

40 年来，中国日报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宣介中国改革发展，为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中
国日报以创刊 40 周年为新的起点，牢记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把握大局大
势，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全媒体传播

格局，建设高素质队伍，不断提高国际影
响力，更好介绍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
路、发展成就，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为促进中国和世界交流沟通作出
新的贡献！

习近平
2021年5月27日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贺信

新华社北京5月 27日电 5月
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
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致
贺信。

习近平表示，马克思主义科学揭
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
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推进了人类文
明进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强大思想武器。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自成
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
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
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
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中华民族开启了伟大复兴的
新征程。

习近平强调，面对当今人类社

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世界马克思主
义政党应该加强对话交流。中国共
产党愿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一
道，共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与会同志
通过深入研讨，汇聚实践智慧，淬炼
思想火花，推动马克思主义在21世
纪取得新的发展，让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光芒继续照耀我们的前行之
路。

习近平向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
理论研讨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在中
国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的祝贺，向
报社全体干部职工和外国专家、友
人，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40年来，
中国日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宣介中
国改革发展，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声音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希望中国日报以创刊40
周年为新的起点，牢记联接中外、沟
通世界的职责，把握大局大势，创新

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全媒体传播格
局，建设高素质队伍，不断提高国际
影响力，更好介绍中国的发展理念、
发展道路、发展成就，更好展示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促进中国和世
界交流沟通作出新的贡献。（贺信全
文另发）

中国日报创刊于 1981年 6月 1
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全球发行
的国家级英文日报。经过 40 年发
展，已形成全球化、分众化、多语种、
全媒体传播体系，报纸发行量约 70
万份，全媒体用户总数超过3.5亿。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日报创刊40周年强调

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为促进中国和世界交流沟通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 陈忠华 闫起磊

党的百年辉煌历程中，西柏坡是一个耀眼的红色
地标。

1949年 3月 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
平。毛泽东主席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在
同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座谈时郑重表示：“党面临的‘赶
考’远未结束。”

在西柏坡，“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回
响激荡；“‘赶考’远未结束”的谆谆教诲，呼应时代，催
人奋进。

考题——“两个务必”的深邃思索

【红色足迹·西柏坡纪念馆、中共中央旧址】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参

观了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
届二中全会旧址，并主持召开县乡村干部、老党员和
群众代表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
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总书记深刻指
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
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
意义十分深远。”

【红色历史·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有着“新中国从这

里走来”的美誉——
1948年 5月至1949年 3月，中共中央曾在西柏

坡办公，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
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
伟蓝图，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
召。西柏坡成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
指挥所”。

【牢记“两个务必”】
平山县西柏坡镇梁家沟村村民陈锁平参加了

2013年的座谈会，他印象最深、最难忘的还是总书记
对“两个务必”的深邃思索。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在景区常年售卖纪念品的陈锁平，流利地背出

“两个务必”。
陈锁平说：“宣传‘两个务必’是老区党员的自

觉。”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这

是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明确要求，是我们党员干
部的行动标尺。”平山县委书记张前锋说，平山老区牢
记总书记谆谆教诲，无论是决战脱贫攻坚，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都坚持把密切党
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重中之重，努力把践行“两个务必”转化为行动自觉。

答卷——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

【红色足迹·总书记的牵挂】
“总书记十分关心老区发展，在座谈会上，他对干部包村等帮扶措施追问得很

细。”参加座谈会的西柏坡村村民闫上青回忆说，“总书记跟咱老百姓亲，一直牵挂
着西柏坡人民。”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把
乡亲们更好团结凝聚起来，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红色历史·老区平山的光荣】
革命战争时期，平山有5万多人参军参战，近万人为国捐躯，涌现出了平山

团、“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一大批英雄群体和人物。
和平建设年代，为支援修建岗南和黄壁庄两座大型水库，老区又奉献出13万

亩良田，10万多人搬上高岗旱岭重建家园。
西柏坡镇镇长张荣说，全镇辖有西柏坡村、梁家沟村、北庄村等16个行政村，都

是水库移民村。革命时期有200多名西柏坡儿女光荣牺牲。1958年修建岗南水
库，西柏坡人民又从“米粮川”搬到高岗旱岭，人均耕地从原来5亩陡降为0.3亩。

【决战脱贫攻坚】
“最好的干部派到扶贫一线”“大产业覆盖、小产业带动、点对点帮扶”“政策找

户、户找政策、逐人核查”……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平山县汇集力量决战脱贫攻坚，不打赢，不收兵。
基础设施提升，旅游短板补齐，新业态增多……西柏坡步入发展快车道。

“天线入了地，柏油路通到家门口，还用上了抽水马桶……”闫上青一一盘点
说，“西柏坡过上了‘青山绿水红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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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7日讯 （记者 章奎）
我区首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地
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条例》已于5月1日正式实
施。5月 27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
开条例颁布实施座谈会，推动条例的
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王波、
李荣禧、和彦苓出席会议，副主任廉素
主持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包钢，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施文学出席座谈
会。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各盟人大工
委、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下转第6版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颁布实施座谈会

本报5月27日讯 （记者 赵娜）5
月27日，全区中医药（蒙医药）大会在呼
和浩特召开。

会前，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
主任石泰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布小林就促进中医药（蒙医药）事业
高质量发展分别作出批示。自治区政协
副主席欧阳晓晖出席会议。

石泰峰在批示中指出，中医药是中华
文明的瑰宝，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在全
民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区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

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扎实抓好中医药（蒙
医药）的传承和创新，建立健全政策体系、管
理体系、服务体系、评价和标准体系，推动我
区中医药（蒙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
挥中医药（蒙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
作用，更好地造福广大人民群众。

布小林在批示中指出，中医药（蒙医
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常见病、多发
病和疑难疾病防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千
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繁荣昌盛
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中，中医药（蒙医药）第一时间介
入，深度参与预防、救治和康复全过程，为

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
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要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做
大做强中医药（蒙医药），推动中医药（蒙
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构建
具有内蒙古特色的卫生健康发展新格局，
进一步增进人民群众福祉。

会议强调，发展中医药（蒙医药）是
济世利民、造福人类的事业。各地区各部
门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坚定传承创新
发展中医药（蒙医药）的信心和决心；要传
承精华，守正创新，书写中医药（蒙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新篇章；要凝心聚力，压
实责任，形成推动中医药（蒙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大会总结了全区中医药（蒙医药）事
业发展成绩，明确了新时代促进中医药
（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目标任务，对推
动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促
进中医药（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
意见》进行了安排部署。

此次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在各盟
市设分会场。会上，赤峰市、鄂尔多斯市、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作了
交流发言。

全区中医药（蒙医药）大会召开
石泰峰布小林作出批示

本报5月27日讯 （记者 梁亮）5
月27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了我区丰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
及自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及成效。

据悉，内蒙古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重点地区之一，在全国划定的32个内
陆陆地及水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域中，涉及我区的有大兴安岭、呼伦贝

尔、松嫩平原、锡林郭勒草原、西鄂尔多
斯——贺兰山——阴山等 5个优先区
域，我区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多
样的生态系统类型。

我区在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强化重要生态空间保护、大力推进森林
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全面加强草原生
态系统保护、 ■下转第6版

我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升全区生态系统质量

本报5月27日讯 （记者 章奎）
5月27日上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
议。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石泰峰主持会议并讲话。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副主任王波、李荣禧、廉素、和
彦苓，秘书长施文学和常委会委员出席
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包钢、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李琪林列席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
成人员63人，出席本次全体会议的57
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等4
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修改《内蒙
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法〉办法》的决定；关于加强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关于苏木乡镇、旗县（市、区）和设区
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
定；关于重新确定旗县（市、区）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关于设区的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
额的决定；关于旗县（市、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
关于部分苏木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
额另增加百分之五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自治区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
决定；关于批准自治区人民政府发行
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的决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十三届人
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第1号至18
号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
■下转第6版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石泰峰主持并颁发任命书

5月27日上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
主持并监誓。图为新任职人员在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本报记者 袁永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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