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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27日电 “奋进

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开幕式 27日上午

在北京展览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发表

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上午 10时，开幕式开始。全场高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的 10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

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 10年。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

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

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

标志性成果，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在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

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

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王沪宁表示，举办“奋进新时

代”主题成就展，是迎接党的二十大

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通过

主题成就展，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

定不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下继续前进，坚定不移坚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坚定不移跟党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丁薛祥、孙春兰、张又侠、蔡奇、

王东明、张庆黎、何立峰和苗华出席

开幕式。黄坤明主持开幕式。

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和北京

市负责同志、首都各界群众和驻京

部队官兵代表等约 350 人参加开

幕式。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在京开幕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拥有专利 34项、市级以上科技奖 13
项、国网供电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山东省职工创新创效竞赛省级决

赛一等奖 1 项……这个成绩单，属于济

南莱电新源投资有限公司电工班班长

任杰。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我们一

线工人提供了成长沃土，让我们有机会

在新时代成长出彩。”在日前举行的“济

南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上，任杰讲述了

自己从一名农电工成长为“齐鲁工匠”

的经历。

近年来，山东持续深化“产改”，聚焦

重大战略的实际需求，大力实施职工创新

创效、“齐鲁工匠”建设、新时代劳动竞赛

工程，充分激发广大产业工人的创新潜能

和活力，为实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中“走在前”汇聚磅礴力量。

优化创新环境，激活一池春水

为推动“产改”走深走实，山东聚焦

推动解决制约产业工人创新创效等方面

的突出问题，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产

改”“十四五”规划、支持山东省职工创新

创效服务基地建设的若干措施等文件，

出台提升产业工人创新力指导意见，构

建提升产业工人创新力指标体系和评价

指标体系。

今年9月，经过层层选拔，中铁十四局

集团铁正公司从100多家候选企业中脱颖

而出，成功获评山东省全员创新企业。

从 2020 年起，山东省总工会联合省

工商联等八部门大力培育全员创新企

业，每年培育省级全员创新企业 50 家，

每家给予 30万元经费资助，入选企业及

企业负责人可按程序申报山东省五一

劳动奖，并优先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

奖和全国劳模、省劳模。鼓励企业在

KPI（关键业绩指标）与 CPI（一般业绩

指标）中科学设立创新容错机制，从管

理体制机制上为创新打造良好环境条

件，出台创新人才培育、资金支持、收益

分配等一系列激励政策。截至目前，山

东各级工会组织已培育各类创新企业

3200 余家，有效激发了企业、职工创新

创效热情。

今年 2 月份，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创新创优劳动竞赛

启动的同时，山东省还有 15个地市的创

新创优劳动竞赛同步启动。

（下转第 3版）

山东持续深化“产改”，聚焦重大战略实际需求搭平台建机制

育用结合，提升产业工人创新能力
本报北京 9月 27日电（记者时斓

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工业企业利

润数据显示，1月~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4%，延续较

快增长态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55254亿元，同比下降 2.1%。

据 统 计 ，1 月 ~8 月 ，工 业 企 业 营

收保持增长，利润结构有所改善。随

着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畅通，装备制

造业利润增长明显恢复。1 月~8 月，装

备 制 造 业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2% ，降 幅 较

1 月~7 月收窄 3.7 个百分点，利润占规

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较年初提高约 5
个百分点。

随着促消费政策效应不断释放，

市场需求有所回升，多数消费品行业

利润改善。8 月，消费品制造业利润

同比降幅较上月明显收窄，盈利状况

有所好转。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总体看，工业企业效益呈现恢

复态势，当月利润降幅较上月收窄，

行业结构有所改善，中下游行业利润

继续恢复。

前8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8.4%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在党的二

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7日前往

北京展览馆，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成

就展。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克了许

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

关长远的大事要事，经受住了来自政治、

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

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

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

量。要广泛宣传 10年来的战略性举措、

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宣传 10年来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具有的里程碑意义，激励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

历史主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

斗，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篇章，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

乐际、韩正参观展览。

下午 3 时 45 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来到北京展览馆，走进展厅参观展览。

展览紧扣“奋进新时代”这一主题，以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治国理政为主线，聚焦新时代 10年

党和国家事业的伟大成就、伟大变革，既

展现事业发展的新局新貌，又揭示变

革背后的力量和动能；既展现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引领、思想指引，

又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干事创

业的良好风貌。展览设序厅、中央综合

展区、地方展区、展望展区、室外展区和

互动展区 6个展区，面积超过 3万平方

米，运用图片、实物、模型等 6000 多项

展览要素，角度丰富、内涵饱满。

展示我国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跃升

的自主研发关键产品实物、模型，反映功

勋荣誉表彰体系日益丰富完备的勋章、

奖章，国家级重大出版项目《复兴文库》，

生动再现脱贫攻坚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历史进程的实物、图表、图片，“五基”协

同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立体遥感监测

体系模拟沙盘，武器装备模型，呈现总体

国家安全观深刻内涵、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成果的展板、实物，彰显京津冀协同发

展成就的立体电子地图，展现规划建设、

轨道交通和科技创新等方面亮点成果的

粤港澳大湾区沙盘……一件件实物模

型、一段段生动视频、一幅幅图片图表，

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

不时驻足观看，听取讲解，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

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参观了展览。
9 月 27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奋进新时代”

主题成就展。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习近平在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时强调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参观展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

要事，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

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

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

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

精神力量。要广泛宣传10年来的

战略性举措、变革性实践、突破

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宣传10年

来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的里程碑

意义，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

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篇章，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胜利

新华社北京 9月 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 日就俄罗斯伊热夫斯克市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

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伊热夫斯克市发生校园枪击事件，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

人的名义，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习近平就俄罗斯伊热夫斯克市发生校园
枪击事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新华社记者

党心所向，民心所盼，众望所归。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顺

利完成。全国 38 个选举单位分别召开

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

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同

其他 51 位党和国家党员领导同志作为

党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全部当选党

的二十大代表。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当选，是全党意

志的凝聚、党心民心的体现，充分反映了

全国党员干部群众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对中国这十年

伟大变革、伟大成就的充分肯定，对夺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热切期盼。

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选、当选党的二

十大代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树立良好

政治导向，进一步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新的作风形象，极大激

发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信心决心。

共同意愿：坚强核心赢得亿万
人民衷心爱戴

这是载入史册的时刻——

2022 年 4 月 22 日，广西人民会堂礼

堂内灯光璀璨。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

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会

标，帷幕正中的金色党徽熠熠生辉，十面

红旗分列两侧。

上午 11 时许，大会宣布：习近平同

志全票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会场

内，全体代表起立，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

掌声。

666 位代表、666 张选票，凝聚了广

西 250 多万名党员、15 万多个基层党组

织的共同意愿，充分体现了 5700 万壮乡

儿女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爱戴，反映了

亿万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笃行，开创

更加美好未来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在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党

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

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史所

罕见。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

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

识、雄韬伟略，谋划国内外大局，推进改

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

军工作，充分展现了大党大国领袖的政

治智慧、战略定力、使命担当、为民情怀、

领导艺术。

广西各族干部群众表示，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

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科学指引。

新时代十年，千年小康梦成为现实，

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解决，经济发展

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环

境污染得到根本遏制，反腐败斗争取得

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岭南大地

到北国雪乡，从西部高原到东海之滨，一

幅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锦绣江山图在

神州大地铺展开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

（下转第 2版）

凝聚党心民意 推进复兴伟业
——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