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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北北京京启启动动挑挑战战““大大工工匠匠””系系列列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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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是工伤”须法律执行来保障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举行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电 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1日上午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
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 人民军队的历史辉煌，
是鲜血生命铸就的， 永远值得我
们铭记。 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
是艰辛探索得来的， 永远需要我
们弘扬。 人民军队的历史发展，
是忠诚担当推动的， 永远激励我
们向前 。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 ， 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
活， 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
为世界一流军队。 我们要不忘初
心、 继续前进， 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强军之路， 把强军事业不断
推向前进， 努力实现党在新形势
下的强军目标。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李 克 强 、 张 德 江 、 俞 正 声 、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出席大
会。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
而热烈。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 “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
会” 会标， 帷幕正中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徽和 “1927－2017” 字
标， 10面红旗分列两侧。 大礼堂
二层眺台悬挂标语： 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为实
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把
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
队，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
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上午10时， 李克强宣布庆祝
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今天， 我
们在这里隆重集会， 庆祝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回顾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光辉
历程， 展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的光明前景， 动员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继续奋斗， 汇聚起强
国强军的磅礴力量， 共同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
懈奋斗。

习近平指出 ， 1927年 8月 1
日， 南昌城头一声枪响， 拉开了
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大幕。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
一个伟大事件， 是中国革命史上

的一个伟大事件， 也是中华民族
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自那
时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军队， 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
解放、 求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独
立、 谋复兴的历史洪流， 同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
了一起。 90年来， 人民军队历经
硝烟战火， 一路披荆斩棘， 付出
巨大牺牲， 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
胜利， 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
历史功勋。

习近平强调， 90年来， 我们

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历经挫折而
奋起、 历经苦难而辉煌， 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 实现了从
站起来到富起来、 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 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的胜利， 是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
胜利， 也是人民军队英勇奋战的
胜利。

习近平表示， 在这个光荣而
庄严的时刻， 我们深切怀念创建
和培育了人民军队的毛泽东 、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同志和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陈毅、 罗荣桓、 徐向前、聂荣臻、
叶剑英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军
事家。 他们的丰功伟绩， 永远镌
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

习近平表示， 在这个光荣而
庄严的时刻， 我们深切缅怀为中
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人民军队革命
烈士们。 他们的牺牲奉献， 永远
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
和中央军委 ， 向战斗在保卫祖
国、 建设祖国各个岗位上的人民
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
预备役军人和广大民兵致以节日
的祝贺， 向为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民军
队离退休老同志表示诚挚的问
候， 向在各个时期为人民军队建
设作出贡献的转业退伍军人、 革
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诚挚的
慰问， 向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顽
强拼搏的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和广大干部职工致以衷心的感
谢， 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人民
解放军建设的全国各族人民致以
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指出， 90年来， 在长
期实践中， 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
下前进， 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
原则， 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
术， 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 这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传家法宝， 是人民军队
必须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 人民
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 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 彰显
了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 彰显了
改革创新的伟大力量， 彰显了战
斗精神的伟大力量， 彰显了革命
纪律的伟大力量， 彰显了军民团
结的伟大力量。

(下转第4版)

8月1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

“金蓝领”携中国技术走上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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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涉及10个工种 今起可报名 不设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