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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 30日电 烈士纪念日向

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30 日上午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隆重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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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岐山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

高飘扬。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

着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花篮上“欢度

国庆”的字样分外醒目。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

耸立，北侧两组花坛上镶嵌着白菊、康乃馨等

鲜花组成的 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

英烈的深情追思。

临近 10时，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

纪念日号角》，悠远而嘹亮的乐声讲述着可歌

可泣的峥嵘岁月。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

恢宏的史诗。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60 名三军仪仗兵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

枪伫立。

10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

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

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

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

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

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

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

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

锋队名义敬献的 9 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

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熠熠

生辉。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

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

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下转第五版）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英雄浩气万古长存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9月 30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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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

山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这是习近平整理花篮上

的缎带。 新华社记者岳月伟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施 璇）国庆

佳节来临之前，9 月 30 日下午，市委书

记许继伟来到市信访接待中心接待上

访群众，面对面了解群众诉求，现场提

出办理意见，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

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开展

“信访工作百日攻坚”活动，第一时间

倾听心声、第一时间回应诉求、第一时

间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

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

保全市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

国庆佳节。

来安县新安镇七里社区新塘组村

民反映种植物淹没受损，要求赔偿。

在接访过程中，许继伟认真查阅信访

群众书面材料，耐心细致倾听信访群

众的来访事由与诉求，不时就细节情

况询问上访群众及责任单位，与随同

接访的县、乡镇、部门、律师共同分析

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提出解决方

案。许继伟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对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事项决策时要提前征求

群众意见，听取群众所思所盼，为科学

决策提供有力依据。要增强系统思

维，站在全局的高度科学统筹、优化设

计、谋划推进，切实维护和保障好群众

的切身利益。要带着对群众的感情，

深入现场、沉入一线，找到化解矛盾的

“金钥匙”，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尽

心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下转第五版）

许继伟在市信访联合接待中心接访群众时强调
第一时间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
确保全市国庆假期安定祥和

新华社北京 9月 30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郑栅洁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

委、书记，李锦斌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

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邦军）9 月 30 日上午，市政协主

席汪建中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到联系社区和网格，实

地暗访督导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工作，并现场办公，调度

解决存在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中央、省、市关

于深化文明创建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引领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从严从细

从实抓好创建各项工作，确保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工作

全省领先、全国靠前。市政协秘书长蒋新志参加活动。

琅琊区遵阳街道东后街社区属于我市典型老城区，基

础条件较差，经过前期改造提升取得一定成效，但整治不

够彻底，还存在缆线凌乱、路面破损、出店经营、车辆乱停

放、公厕清洁不达标等“脏乱差”现象。汪建中一路走一

路看一路议，指出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问题及下一步的

整改建议。他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加大

“脏乱差”整治力度，让物业、环卫、城管、交警各司其职、各

尽其责，迅速提升老城区卫生等综合环境。社区对口包保

单位也要拿出举措，下真功夫帮助社区。 （下转第五版）

汪建中在暗访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工作时强调

广泛发动群众 从严从细从实推动创建各项工作巩固提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太新）9 月

30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图强深入南

谯区、滁州经开区部分居民小区督查指

导文明创建工作，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

改要求，就创建中存在的难点问题进行

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我市全

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专题调度会暨市

文明委（扩大）会议精神，按照市委部署

要求，积极行动起来，聚焦问题抓整改，

常态长效促提升，全力巩固提升文明创

建成果，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罗信翔参加调研。

在南谯区龙蟠南苑小区，王图强

走进小区广场，来到居民楼前，并深入

楼道，仔细查看环境卫生情况，对小区

物业加大保洁力量后楼道卫生大有改

观给予肯定，同时就发现的座椅损坏、

地面有烟头、垃圾乱扔、车辆乱停等问

题，当场向有关工作人员询问原因，并

积极出谋划策，要求落实责任，做到精

细化管理，确保问题快速整改到位。

听到当前正在开展的垃圾分类有关要

求与创建相关标准有冲突，

（下转第五版）

王图强调研文明创建工作时强调

聚焦问题抓整改 常态长效促提升
全力巩固提升文明创建成果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开兴）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9月 30日是我国第八个

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我市在镜园红源广

场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为民

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

先烈，更好地铭记烈士功勋、继承烈士遗志、

弘扬烈士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拼搏进

取、砥砺前行，走好赶考路、奋进新征程、冲刺

八十强，为加快建设新阶段现代化新滁州而

不懈奋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图强，市政

协主席汪建中，市委副书记金力，市领导杨甫

祥、孙军、张其广、李宝君、季星、万瑞健、邓继

敢，滁州军分区司令员苏小林,以及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等出席活动。

市 委 常 委 、市 委 秘 书 长 杨 甫 祥 主 持 仪

式。宁静的红源广场上，烈士纪念碑庄严

而肃穆。上午 9 时 30 分，敬献花篮仪式正

式开始。

“请礼兵就位！”随着号令，4 名仪仗兵迈

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纪念碑旁伫立。

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

国歌声久久回荡在广场上空。（下转第五版）

我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王图强汪建中金力出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喻 松 李
文刚）9 月 30 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

长吴劲主持召开市政府第八十七常务

会议，深入学习《安全生产法》《长江保

护法》，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研究

讨论《滁州市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

制机制改革实施方案（送审稿）》《滁州

市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工作方案

（讨论稿）》以及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优

化归并等。

会议指出，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

体制机制改革对于进一步适应新时

代教育改革发展，充分发挥教育督导

作用，推动滁州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确

保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按照中央和省《实施意见》精

神，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完善我市

《实施方案》，不断提高我市教育督导

质量和水平。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认识深化新一

轮林长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巩固提升

林长制改革创新成果，确保在新一轮

林长制改革工作中展现新作为、实现

新突破、贡献新力量。要聚焦“五森

行动”，加快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转化路径，全面提升林业资源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功能。要结合滁州实

际，加大改革创新，争取形成更多滁

州经验，努力打造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滁州样板。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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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喻 松 李文刚）9

月 30 日下午，市政府召开第四十九次党组会

议。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劲主持会议并

讲话。市政府党组副书记邓继敢，市政府党

组成员姚志、刘茂松等出席会议。副市长陆

峰，市政府秘书长孙新安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

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

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论中

国共产党历史》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

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简

史》中关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

纪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

灾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国务院安委会办

公室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

示精神 切实做好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等重

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以及省

领导批示精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委书记

许继伟在市第七次党代会上作的报告精神等。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秋季

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

邃、内涵丰富，为年轻干部成长成才提供了思

想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理解

思想内涵，把握精神实质，提高党性修养，砥

砺政治品格，锤炼过硬本领，以忠诚干净担当

的实际行动，为新阶段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

献智慧与力量。 （下转第五版）

市政府第四十九次党组会议召开
吴劲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静远）9 月

30 日下午，市委副书记金力深入联系

社区、包保农贸市场和责任区，调研农

贸市场、居民小区、背街小巷、商业步

行街等点位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工

作，现场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

她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 展 思 想 ，坚 持“创 建 为 民 、创 建 惠

民”，压实工作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紧

盯薄弱环节，抓好整改提升，持之以恒

巩固提升创建成果,以实际成效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中新苏滁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杨广兰在

调研点参加调研。 （下转第五版）

金力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工作时强调

强化责任意识 加大整改力度
持之以恒巩固提升创建成果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静远）9 月 30 日上

午，市委副书记金力主持召开市创建指挥部常

务指挥长第13次专题调度会，听取近期督查情

况汇报，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问题。她强调，要深入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全

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专题调度会暨市文明委

（扩大）会议和9月29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按照“干部沉下去、责任扛起来、任务落下去、整

改动起来、督查跟下去、作风严起来”的要求，切

实增强打赢文明创建巩固提升这场硬仗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整改落实，全

力以赴巩固提升创建成果，常态长效提升城市

精细化管理水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宝君，

副市长龚健勇参加会议。

会上，市创建办通报近期督查情况，金力

围绕管线缆线散乱、电动车未上牌及骑乘未

戴头盔现象、硬件设施破损、门前三包落实不

到位等问题进行现场办公，明确责任主体，提

出指导意见和明确要求。各区、各相关单位

进行表态发言。 （下转第五版）

金力在市创建指挥部常务指挥长第13次专题调度会上强调

压实属地主体责任 健全常态长效机制
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水平

新华社北京 9月 30日电 9 月 30

日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

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 周年。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与近 500 位中外人士欢

聚一堂，共庆共和国华诞。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

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主席台上

方国徽高悬，“1949－2021”的大字年

号在鲜艳的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

17 时 30 分许，伴随欢快的《迎宾

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

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

军进行曲》，全场起立高唱国歌。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辞。他首先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致

以节日祝贺；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

和海外侨胞致以亲切问候；向关心支

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

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今年我们隆重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新

中国 72 年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今年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应

对复杂严峻国际环境和疫情、洪涝灾

害等多重挑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增

强发展动力，有效实施宏观政策助企

纾困，积极推动创业创新壮大新动能，

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发展，体育健儿在

奥运会、残奥会和全运会上勇创佳绩，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新

进步、展现新气象。

李克强指出，前进道路上还有很

多困难挑战，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任重道远，发展是解决中

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加强跨周期调节，继续围绕市场主体

需求实施宏观政策，稳定合理预期，抓

好科技创新、扩大内需、乡村振兴等重

点工作，提升绿色、安全发展能力，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经济长

期向好。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

策，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

力。要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

持“两个毫不动摇”，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维护公

平竞争，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造力。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

拓展互利共赢空间。民之所望，施政

所向。要以更多贴心实策把群众期盼

的事办好。 （下转第五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
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王岐山等出席 李克强致辞 韩正主持招待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