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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凡 十 年

新华社北京 9月 28日电 9 月 30 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

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
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本报北京 9月 28日电（记者于灵

歌）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获悉，临近国

庆假期，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

各地按照国家发改委部署要求，近期采

取组织扩大生产、衔接市场供需、畅通物

流等综合措施，全力做好重要民生商品

保供稳价工作。

为增加本地蔬菜生产供给，武汉市持

续加强田间技术指导，帮助企业、农户根

据茬口合理安排快生菜抢播，全市日均

可采收上市蔬菜 5200 吨，能够保证市

场量足价稳。北京市提高应急状况下

蔬菜供应保障水平，京津冀环京地区共

建70个蔬菜基地，总面积5.56万亩。

为加强产销对接，江西南昌市积

极组织农产品批发市场、龙头企业

参加产销对接大会，畅通销售、采购

渠道。（下转第 3版）

各地全力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

本报讯（记者郝赫）9 月 25 日至 28
日，由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办，上海市

教育工会、上海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三届

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上

海举行。据悉，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2000 多所中小学校的 22 万名选手参加

初赛，实现岗位练兵。

经过激烈角逐，上海市徐汇区汇师

小学严琴、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团结湖分

校东雪婷、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

中学蒋妍兮、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陈

阳、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谭立婷等 25
名青年教师分获 5 个组别的一等奖，50
名教师获二等奖，58名教师获三等奖。

为在基础教育领域突出加强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导向，本届竞赛在往届设小学

组、中学语文组、中学数学组、中学英语组

4个组别的基础上，增设中学思想政治组，

同时小学组学科范围除原有的语文、数

学、英语外，增设“道德与法治”学科。

本届竞赛坚持注重教学基本功和实

际应用能力。竞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

个阶段，160 名青年教师进入决赛阶

段，因疫情等原因，实际参赛选手 133
名。他们来自 30个省（区、市），平均年

龄 35 岁，其中近 97%拥有二级教师及

以上职称。决赛期间组委会开通了网

络直播平台，对 5个组别的竞赛和决赛

总结大会全程进行网络直播。此次大

赛评审委员会成员由 37名教学经验、

教学成果丰富的专家组成，有 3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3人获全国优秀

教师称号，2人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是中国教

科文卫体工会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提升教师队伍素质的品牌赛事。目

前，已成功举办 5 届高校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和 3届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充分发挥了教学竞赛在提高教师

队伍素质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极大激

发了青年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掌握现

代教学方法的热情。

第三届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落幕

新华社记者 许可 马卓言 成欣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11 月中央

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必须有

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在 2018年 6月中

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

步强调，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所处历史方

位和国际局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领导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了良好外部

环境。

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扩大同
各国的利益交汇点

2022 年 9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在乌

兹别克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

罕峰会期间，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

科举行双边会见。两国元首决定，将

中白关系定位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发展全球伙伴关

系的最新进展。

“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

也是伙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

出，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

全球伙伴关系。

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

盟，十年来，中国同各国广交朋友、深化

合作，不断扩大与各国的利益交汇点，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之路越走越宽广。

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

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

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

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

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不断拓展深化，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对外工作布

局日益发展完善。

（下转第 3版）

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述评

新华社北京 9 月 28 日电 9 月 2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费尔

南德斯分别向中国阿根廷人文交流高端

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阿根廷是好朋

友、好伙伴。今年是中阿建交 50 周年，

也是中阿友好合作年。半个世纪以来，

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成为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共同发展的典范。中阿关系全面快速发

展正是中拉关系蓬勃生机的缩影。希望

与会嘉宾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助力中阿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谱写新篇章，为推动

构建新时代中拉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贡献。

费尔南德斯在贺信中表示，阿中两国

已携手走过半个世纪，坚信双方将迎来一

个更高发展水平的命运共同体。两国媒

体卓有成效的合作促进了两国人民相

互了解。期待双方深化合作，为阿中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添砖加瓦，为两国人民

福祉与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阿根廷人文交流高端论坛当

日在北京举办，主题为“深化媒体交

流，共谋人民福祉”，由中国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与阿根廷公共媒体国务秘书

办公室联合主办。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分别
向中国阿根廷人文交流高端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记者

投身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志千

秋伟业；

奋进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矢志砥

砺前行。

2022 年 9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正式向社会

公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国 38 个选举单位精心组

织、周密安排，选举产生了党的二十大代

表。他们是从全体党员中千挑万选出来

的、经各级党组织逐级遴选产生的优秀

分子。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重托、接

续奋斗。

2296 名代表肩负着 9600 多万名党

员、49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重托，凝聚

着全党的意志，承载着人民的期望，履行

着神圣的职责。大会期间，代表们将听

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反映广大党员、

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讨论并决定党的重

大问题，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

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

代表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

要求，确保代表选举工作圆满完成

2022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建议，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于 2022年 10月 16日在北京召开。

时代方位标记在历史坐标上。

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 5 年乃至更长

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

政方针，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

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认真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是

开好二十大的重要基础。代表的素质、

能力、作风如何，直接影响着议事决策质

量，影响着大会氛围。选好二十大代表，

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关系到党的领

导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党和国

家事业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二

十大代表选举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谋划部署，主持召开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

究，确定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指导原

则、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代表选举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就加强党的

领导、严格人选资格条件、严把政治关和

廉洁关、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严肃选举

纪律等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为做好代表选举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1年 11月，党中央印发《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

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下转第 2版）

肩负光荣使命 勇担历史重任
——党的二十大代表诞生记

这是9月27日拍摄的大理苍山及田
野景观。

高原明珠洱海，湖泊面积252平方公
里，是云南第二大高原淡水湖，是大理人的

“母亲湖”。碧波荡漾，山峦叠翠，金秋时节
的苍山洱海景色如画，令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云南大理大力推进苍山洱海
一体化保护，坚持科学治湖、系统治湖、依
法治湖、全民治湖，全面打响环湖截污、
生态搬迁、矿山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河道治理、环湖生态修复、水质改善
提升、过度开发建设治理等八大攻坚战，
全系统生态保护、全流域生态建设不断取
得实效。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本报记者 黄仕强

“劳模在身边，有需要就能够获得帮

助。”在重庆市北碚区的乡村镇街，时常

会听到大家这样说。

今年以来，北碚区总工会开展“劳模

亮身份”活动，组织劳模工匠走镇街、进

乡村，不断激活乡村振兴“动力引擎”。

“一个劳模一盏灯，一个劳模一面旗。”北

碚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一道美食凝聚了厨师的心血，也让

我们通过舌尖感受到了劳模精神、工匠

精神。”日前，“劳模工匠大厨镇街行”暨

“一镇（街）一品”成果展示活动在北碚区

举行。来自该区餐饮界的劳模工匠大厨

和 17个镇街的本地名厨轮番登场，奉献

了一场饕餮盛宴。

“这场活动，也是为期两个多月的

‘劳模工匠大厨镇街行’的收官之作。”

北碚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该活动启

动以来，北碚区 5 名劳模工匠大厨每周

3 天到辖区各镇街，和当地名厨一起开

展巡回示范送教活动，展示了许多广受

欢迎、制作困难的菜品烹饪技能，并挖

掘当地特色菜品作为“一镇（街）一品”

的宣传菜品。

劳模现场教做菜，工匠当起了培训

师，这让北碚区各镇街的职工和居民既

饱了眼福，又享受到了口福，更感受到

了劳模工匠们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

精神。

“这一活动，在助力全区乡村振兴

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这支名厨团

队的领队，重庆市劳模金泉告诉记者，

在复兴镇的活动现场，她与当地一名

厨 师 交 流 了 白 砍 鸡 的 做 法 。 一 个 月

后，那位厨师主动联系金泉，告诉她白

砍鸡已成为餐馆的特色菜，很多人慕

名而来。

（下转第 3版）

重庆北碚区总工会不断激活乡村振兴“动力引擎”

劳模亮身份，走镇街进乡村

本报北京 9月 28日电（记者王维

砚）“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已于近日完

成修订，净增 158个新职业，首次标注 97
个数字职业，职业数达到 1639个。”这是

记者从人社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得到的消息。

1995 年，原劳动部、原国家质量技

术监督局、国家统计局牵头启动国家职

业分类大典编制工作，于 1999 年颁布我

国第一部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

整，社会职业构成和内涵发生较大变化，

2010 年底，启动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的第

一次修订工作，历时 5年，颁布 2015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专家委员会

主任、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任

吴礼舵介绍，与 2015 年版的国家职业分

类大典相比，新版大典对分类体系、相关

职业信息描述进行了修订，对数字职业

和绿色职业进行标注。

据介绍，此次修订把近几年陆续颁

布的 74个新职业纳入大典。同时，围绕

制造强国、数字中国、绿色经济、依法治

国、乡村振兴等国家重点战略，将产生的

新职业纳入大典。比如，围绕制造强国，

把工业机器人操作员和运维人员纳入大

典；根据乡村振兴需要，把农业数字化技

术员和农业经理人纳入大典。

与 2015 版大典相比，新版大典在保

持八大类不变的情况下，净增 158 个新

职业，职业数达到 1639 个。同时，对两

个大类职业的名称和定义做了调整，对

30个中类、100余个小类名称、定义做了

调整，对 700 多个职业的信息描述做了

调整。

“标注了 97 个数字职业，占职业总

数的 6%。同时，延续 2015 年版大典对

绿色职业标注的做法，标注了 134 个绿

色职业，占职业总数的 8%。其中，既是

数字职业又是绿色职业的，有 23个。”吴

礼舵表示，首次标注 97 个数字职业，是

此次修订的一大亮点。近年来，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到 2021 年底其规

模已达到 45.5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到 39.8%，标注数字职业旨在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加速数字技术创新，推动数

字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全民数字素养

和技能。

下一步，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

织制定或修订相关国家职业标准，开发

培训教材和题库，以指导企业和相关机

构大力开展职业培训、人才评价等工

作。同时，进一步研究优化新职业的申

报、论证流程，持续发布新职业信息，动

态调整大典中职业的相关信息。

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首次标注97个数字职业
净增 158个新职业，职业数达 1639个

生态保护新格局
苍山洱海驻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