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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5 日前往北京展
览馆，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他强调，党的十八
大以来的 5 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 5 年。 5 年
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一心，与时俱
进，顽强拼搏，攻坚克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长足
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要广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生动实践、重大成就、宝贵经验，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振奋精神、砥砺奋进、再接再厉，深
入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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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奋斗，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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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主线，安排设计了 10 个主题内
容展区和 1 个特色体验展区，充分运用多媒体和声光电手段，浓
墨重彩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展示了我
们党治国理政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新变
化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喜迎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的良好精神风貌。

展现全面深化改革“四梁八柱”主体框架的生动视频，反映全
国人大立法工作和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详细数据，展示先进
典型、时代楷模“群星灿烂 七星共明”的立体柱，演示中国伙伴关
系网络遍布全球的多媒体产品，呈现干部队伍建设和全面从严治
党的图文展板，港珠澳大桥模型，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1978-
2050)示意图，世界上下潜深度最大的作业型载人潜水器“蛟龙号”
模型，中国自主研制的首台 400 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强军征程扬
帆远航武器装备模型……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一张
张图片图表，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停下脚步

仔细观看，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并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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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时强调

振奋精神 砥砺奋进 再接再厉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观展览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 9 月 23 日给南开大学 8 名新入伍大学生回信，
肯定了他们携笔从戎、报效国家的行为，勉励他们把热血挥洒在
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习近平在信中说，得知你们怀揣着从军报国的理想，暂别校
园、投身军营，你们的这种志向和激情，让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自古以来，我国文人志士多有投笔从戎的家国
情怀。抗战时期，许多南开学子就主动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
诠释了爱国、奉献的精神内涵。如今，你们响应祖国召唤参军入
伍，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为广大有志青年树立了新的榜
样。

习近平表示，希望你们珍惜身穿戎装的机会，把热血挥洒在
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在
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今年，南开大学有 8 名大学生应征入伍。他们中，有的是新
疆反恐烈士的儿女，有的是抗美援朝老兵的后人，既有城市青
年，也有农家子弟。近日，在即将奔赴军营前夕，这 8 名大学生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了献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实现强
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作贡献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南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

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

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25 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我同
首相女士在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汉堡峰会期间会
晤时，一致同意深化中
英面向 21 世纪全球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
打造两国关系“黄金时
代”。今年是中英建立
大使级外交关系 45 周
年，双方应当保持高层
交往，推进各领域机制
性对话；保持中英经贸
和人文交流合作的强劲
势头，深化两国在“一
带一路”框架内发展战
略对接；加强在维护世
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协
调。繁荣、稳定、开放
的英国和欧盟符合各方
利益，中方愿推动中
英、中欧关系继续发
展。

特雷莎·梅表示，
英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
关系，坚持两国关系
“黄金时代”的大方
向，愿同中方一道，密
切两国高层交往，用好
战略对话，深化经贸、
安全、人文领域伙伴合
作，推进欧中关系发
展。

两国领导人就朝鲜
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
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
体系，坚定维护东北亚
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
题应该通过包括对话协
商在内的和平方式解
决，需要国际社会共同
努力。中英同为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
责任、也有义务从维护
地区和世界和平的角度
处理有关问题，希望英
方积极致力于劝和促
谈，为缓和局势、重启
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

特雷莎·梅表示，英
方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地
区和平稳定，致力于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英
方重视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影响，
赞赏中方所作努力，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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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哈尔·努尔太等同学：

你们好！我看了来信，得知你们怀揣着从军报国的理想，暂
别校园、投身军营，你们的这种志向和激情，让我感到很欣慰。

自古以来，我国文人志士多有投笔从戎的家国情怀。抗战时
期，许多南开学子就主动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爱国、奉
献的精神内涵。如今，你们响应祖国召唤参军入伍，把爱国之心化

为报国之行，为广大有志青年树立了新的榜样。

希望你们珍惜身穿戎装的机会，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
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在军营这个大
熔炉里淬炼成钢，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习近平
2017 年 9 月 23 日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习近平的回信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记者安蓓、陈炜
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
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的意见》 25 日正式公布。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
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需要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党中央、国务院从新
时期国家战略出发，对激发与保护企业家精神提
出总体要求和具体举措，意义十分重大。

针对企业家关注的突出问题，意见提出加快
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
制，对企业家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更
多理解、宽容、帮助，加大党校、行政学院等机构对
企业家的培训力度等一系列实质性措施。

意见用 36 个字对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提出
要求，即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
的精神、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履
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意见强调，要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
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
的市场环境、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
氛围；提出加强对企业家优质高效务实服务，加
强优秀企业家培育以及加强党对企业家队伍建设
的领导。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意见指出，改
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
速成长，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
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首次出台文件

聚 焦 企 业 家 精 神

让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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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记者邹伟)“砥砺奋进的五年”大
型成就展开幕式 25 日上午在北京展览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上午 9 时，开幕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
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刘云山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
要求和人民愿望，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砥
砺奋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这些
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的科学指引。有深孚众望的坚强核心，有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我们党就有力量，我们国家就有力量。

刘云山指出，举办“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是迎接党的
十九大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要用好这个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认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
明前景，齐心协力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
现伟大梦想。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而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刘奇葆主持开幕式。王晨、张庆黎出席开幕式。

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驻京部队官兵和
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 900 人参加开幕式。

展览安排设计了“序篇”“践行新发展理念 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文化自信 创造中华文化
新辉煌”“以人民为中心 增进群众获得感”“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迈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阶段”“实现强军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推进祖国统
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
章”“全面从严治党 确保党始终成为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
心”等 10 个主题内容展区和 1 个特色体验展区，全面宣传展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在京开幕
刘云山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福建省武夷山市吴屯乡后源村千亩梯田绵延
起伏，金灿灿的稻穗在绿树环抱下随风摇曳，构
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金秋梯田靓武夷

▲ 9 月 25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
型成就展。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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