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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下午就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
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深入开
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
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
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
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
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
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
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等重大问题。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
究部部长曲爱国同志就这个问题进
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
听取了他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
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回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肯
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展现
我们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
和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宣示
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
和平、开创未来的积极姿态。

习近平强调，70 年前，中国人
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
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
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
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
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
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
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

族耻辱；重新确立了我国在世界上
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
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开辟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
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
征程。这一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
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维护
世界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对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党史部门、军
史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等
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
要成果。宣传文化部门和社会各界
也做了很大努力。同时，同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
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
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
研究。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
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
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
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
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
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
要党派、重要人物。要从总体上把
握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正面战
场和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重大关系。
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
战 8 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
一八事变后 14 年抗战的历史，14
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
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
争的错误言论。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国家层面
的统筹协调，按照“总体研究要深、
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制定中长期
规划和具体工作方案，确定研究重

点和主攻方向。要整合全国学术机
构和研究队伍，协调各地党史、军
史、档案、政协文史资料、地方志、社
科院、高校等部门和机构的力量，扶
持民间研究，从军事、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外交、国际等领域对抗战
进行系统研究，推出高水准的权威
专著和通俗读物。有关部门要加强
指导和协调，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
金要把抗战研究纳入重点资助范
围，加大支持力度。

习近平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
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
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
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
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
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
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
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
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
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
握第一手材料。

习近平指出，要通过多种形式
的宣传阐释和主题教育活动，使全
国各族人民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
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
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
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
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弘
扬伟大抗战精神。要加强抗战遗迹
保护开发，发挥各类抗战纪念设施
作用，为开展抗战研究、展示研究成
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阵地。
要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地位和作用。要加强抗战研究的国
际学术交流。要推动海峡两岸史学
界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同捍卫民
族尊严和荣誉。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让 历 史 说 话 用 史 实 发 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

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记者高鹏 陈菲 汪涌） 北京令世界再次心动，
中国将续写奥运辉煌。国际奥委会第 128 次全会 31 日下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投
票决定，将 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交给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致信申办冬奥会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说，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了 2022年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
运动会的举办权，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你们为申办冬奥会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扎实工作，在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把 2022年冬奥会
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31 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来到北京奥林匹克
公园，出席在这里举行的群众庆祝活动并发表讲话。刘云山在讲话中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向北京市、张家口市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表示热烈祝贺，向为申办
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同志表示亲切问候，向国际奥委会、各国际体育组织，
向所有关心支持申办工作的国际友人、各界朋友和广大群众表示衷心感谢。

刘云山指出，申办冬奥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 13 亿中国人民
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又一次呼唤和拥抱，有利于促进冬季冰雪体育运动的普及发展，
有利于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冬奥会申办成功，标志着筹办工作拉
开帷幕。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扎实做好各项
筹办工作，努力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刘云山在讲话中热忱欢迎世界各国朋友 2022 年来中国做客，共襄盛举、共享
盛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在庆祝活动上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庆祝活动并表示，一定在党
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再接再厉、全力以赴，办好冬奥会，再创奥林匹克运动
的辉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杨
晶等出席庆祝活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北京市负责同志和首都各界群众 6000 余人参加
庆祝活动。

31日上午，在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前，习近平通过视频向国际奥委会委员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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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冬奥会代表团：
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了 2022 年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

权，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你们为申办冬奥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扎实工作，在

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把 2022 年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

盛会。

习近平
2015年 7月 31日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习近平致申办冬奥会代表团的贺信

尊敬的巴赫主席：
今天，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了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我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谢国际奥委会的信任和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

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是中国 13 亿多人民的心愿。我们将

兑现全部承诺，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同国际奥委会一起共同见证奥林匹克冬

季运动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播的新境界。

中国政府和人民将践行《奥林匹克 2020 议程》，创造在同一个城市举办夏

季和冬季两个奥运会的纪录，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
2015年 7月 31日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习近平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信

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记

者李宣良） 中央军委今天在北京
八一大楼隆重举行晋升上将军衔警
衔仪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
升 上 将 军 衔 警 衔 的 同 志 颁 发 命
令状。

上午 9 时，晋衔仪式在庄严的
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范
长龙宣读了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和
7 月 2 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的晋升武警上将
警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10位

军官警官是：副总参谋长王冠中、总
政治部副主任殷方龙、海军政治委员
苗华、国防大学校长张仕波、北京军
区司令员宋普选、兰州军区司令员刘
粤军、济南军区司令员赵宗岐、南京
军区政治委员郑卫平、成都军区司令
员李作成、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宁。

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 10 位军
官警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地走到
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
状，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衔警衔肩章的 10 位
军官警官向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敬
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
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辉、
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
天、魏凤和出席晋衔仪式。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
束。之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
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合影。

出席晋衔仪式的还有四总部、
驻 京 各 大 单 位 和 军 委 办 公 厅 领
导等。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警官表示祝贺

范长龙宣布命令 许其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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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表达对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期盼之
情和最坚定的支持，表示中国政府高度赞赏奥林匹克运动
的价值观和国际奥委会的改革主张，将全面兑现每一项承
诺，全方位践行《奥林匹克2020议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国
际奥委会第 128 次全会现场作了陈述报告，再次重申中
国政府坚定支持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奥会的
立场。

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北京冬奥
申委主席、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
清，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国际奥委会委员、冬奥会冠军
杨扬，北京冬奥申委总体策划部负责人杨澜，北京申冬奥
形象大使、篮球运动员姚明，北京申冬奥形象大使、女子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李妮娜等代表团成员也分
别作了陈述。现场屏幕还播放了北京申冬奥宣传片。

在国际奥委会委员参加的不记名投票中，北京获得
44 票，赢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另一申办城市哈萨
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获得 40票。

刘延东等北京申办冬奥会代表团成员出席了 2022
年冬奥会举办城市揭晓仪式。

国际奥委会再次垂青北京，既显示了对中国经济稳
步发展、社会持续进步的信心，也是对北京举办的 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又一次高度肯定。中国由此成为第 9 个
既举办夏奥会也举办冬奥会的国家，北京则成为全球首
个荣获过冬、夏两季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