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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模范，中华民族的闪亮坐标；
功勋荣誉，激励前行的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尊崇英
雄、致敬英烈、关爱楷模，以一系列开
创性、示范性、突破性举措，建立健全
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充
分发挥功勋荣誉表彰精神引领、典型
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敬仰英雄、学
习英雄，形成新时代英雄辈出的良好
局面。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
业需要榜样引领。”功勋模范的先进事

迹和英名伟业，正激励着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建功立业，汇聚
起昂扬奋进的磅礴力量。

尊崇英雄 礼赞楷模
——习近平总书记为党和国家

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杜富国，“他是忠诚使命、英勇无
畏的排雷英雄”；钱七虎，“他是科技强
军、为国铸盾的防护工程专家，是现代
防护工程理论的奠基人、防护工程学
科的创立者”；聂海胜，“他是矢志报
国、三巡太空的英雄航天员”。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之际，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
央军委评选颁授“八一勋章”。

这是时隔5年之后，中央军委第
二次评选颁授习近平主席批准新设
立的这一军队最高荣誉。3位人民
军队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在全军
上下、在全国人民中再次激起热烈
反响。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
作，以崇高礼遇褒奖功勋人物，以实际

行动关爱英雄模范，培育和弘扬全社
会向英雄模范致敬、向先进楷模学习
的良好氛围，神州大地唱响新时代的
功勋荣誉赞歌。

这是推进复兴伟业的深远考
量——

201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红
旗猎猎，花团锦簇。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盛大举行。

伴随着《红旗颂》的深情旋律，当
21辆礼宾车组成的“致敬”方阵，载着
建立卓越功勋的英模代表等徐徐驶
过天安门时，全场自发起立，向英雄
们致敬。 （下转02版）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
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纪实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8月3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图伊马莱阿利法
诺，祝贺他连任萨摩亚独立国国家元首。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萨摩亚是相互
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建交以

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促进了双方
共同利益。我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
愿同你一道努力，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拓
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充实双边关系
内涵，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
图伊马莱阿利法诺
连任萨摩亚国家元首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全民国防教育是建设
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的基础性工
程，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
防意识的有效途径，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民国防教育
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推动
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领导体制机制改
革，设立烈士纪念日、国家公祭日，建立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筹划举行
一系列重大庆祝纪念活动，极大提振了
党心军心民心，全民国防意识不断增
强，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社会氛
围更加浓厚。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全民国防教育工作
使命光荣、任务艰巨。

《意见》明确，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
民国防教育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
加强党对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
力增强全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
厚感情、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崇军尚
武的思想观念、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
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
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
行动。 （下转03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意见》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大
会热情欢迎中外记者采访。

为方便外国媒体记者和港澳台媒体
记者提交采访申请，大会开通记者报名
注册系统（域 名 ：http://cpc20reg.zgjx.
cn），欢迎外国媒体记者和港澳台媒体记
者通过该系统提交报名注册申请。采访
报名注册申请受理时间自2022年9月2
日起，至2022年9月16日止。受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会采访将通过现
场采访、网络视频采访、书面采访等方式

进行。欢迎在京中外记者参加现场采
访，欢迎境外记者通过网络视频、书面等
方式进行采访。

为便于中外记者采访，二十大期间
将在北京设立大会新闻中心。新闻中
心将负责接待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组
织大会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联系
安排中外记者采访活动，开设新闻中心
官方网站、账号等，搭建“云采访”平
台，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技术，为记者采
访报道大会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技术
保障。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欢迎中外记者采访

本报讯 9月1日，全省疫情防控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同时
套开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
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分析当前我省疫情防控面临的形势，
对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研究部
署、推动落实。省委书记李希出席会
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中主
持会议，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孟
凡利出席会议。

李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
字当头，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切实
扛起打赢疫情防控硬仗的政治责任，
全面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
略、“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克服认
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争的行
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一要集中力量把本土疫情围
住、捞干、扑灭，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
清零。提级管理要快，各市要加强全
市疫情防控力量统筹，市里统一指
挥、统一调度、统一处置，市主要领导
要亲自部署、亲自研判、亲自督办；流
调溯源要快，抢抓“黄金24小时”窗

口期，整合各方面骨干力量，用最快
速度将密接者、次密接者、时空伴随
者、潜在感染者全部追踪到位；核酸
筛查要快，确保应检尽检、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隔离转运要快，确保各类
风险人群“应隔尽隔”；要快而精准、
快而有序、快而有效，把科学防控、精
准防控的要求落实到位，防止简单
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现象。广
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要强化信息统
筹、力量统筹、行动统筹，全市一盘棋
科学调配资源，全面兜住防控风险；
佛山、东莞等人口大市以及珠海、湛
江等对外和与周边省份联系紧密的
市，要盯紧看牢疫情防控全链条各环
节，确保发现疫情及时响应、有效处
置；其他各市要不折不扣抓好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严防疫情规模性反弹。
二要把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抓紧抓
实抓细抓到位，守好守牢各条防线。
盯紧盯牢开学、中秋节、国庆节三个
节点，周密安排部署，严格落实针对
性防控措施。加固加强外防输入、区
域协同、粤港澳联防联控三条防线，全
面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
任”，确保每一条防线都严丝合缝、每
一个闭环都闭紧闭严。突出重点人
群、重点单位、重点场所，切实加强对
相关人员健康监测，抓好重点部位的

防控措施落实，防止发生聚集性疫
情。三要以最有力的组织领导、责任
落实，扎实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
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实时
研判、提级管理，高效指挥全省疫情防
控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各部门要切实履行行业主管
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亲自
抓，梳理排查整治防控薄弱环节和风
险点，紧盯疫情防控形势，狠抓工作落
实，以铁的肩膀、铁的作风、有效的执
行把疫情防控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
众打赢疫情防控硬仗，让党旗在疫情
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王伟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落实
省委工作要求，从快从严从紧从细从
实抓好各项防控工作，坚决守住不出
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要以最
快速度并联推进流调、研判、隔离转
运、三区划定、场所封控、核酸筛查等
工作，坚决斩断传播链条，迅速“围
住、捞干、扑灭”本土疫情，尽快实现

社会面动态清零。要扎紧“三条防
线”，紧盯航空、陆路、水运口岸和人
物环境同防“四个方向”，严格落实入
境人员和高风险岗位人员全流程闭
环管理，强化粤港澳联防联控，强化
区域协同和一体化防控，防止疫情输
入。要压实防控责任，扎实抓好秋季
学期开学、中秋、国庆期间疫情防控
工作，织密扎牢特殊场所、重点场所
单位防疫防线，严丝合缝落实好常态
化防控要求。

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
通报了全省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情况。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
地级以上市。省领导林克庆、张福海、
陈建文、王曦、张晓强、陈良贤、王志
忠，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
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
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参加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豪，省委横
琴工委副书记、省政府横琴办主任聂
新平等在珠海分会场参加会议。
（徐林 吴哲 李凤祥 岳宗 符信 李森）

又讯 9月1日晚，在全省疫情防
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市委副
书记、市长黄志豪立即召开会议，对进
一步做好我市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
署再推动再落实。 （下转03版）

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

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集中力量把本土疫情围住捞干扑灭

李希王伟中孟凡利出席会议

漫步太空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既定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