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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为配
合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联
合编辑了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以下
简称《摘编》） 一书，已由中央文
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摘编》内容摘自习近平总书记

2012年11月15日至2019年7月16
日期间的讲话、报告、文章、指
示、批示等130多篇重要文献，分
10个专题，共计362段论述。其中
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强调，《摘编》 是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基本教材，是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论述的重要读本。要把

《摘编》 纳入主题教育学习计划，
组织党员认真学习，真正做到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更
好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
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纪念章。颁发“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据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
发给下述对象中符合条件的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参加革命工作的、健在的老战士
老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
得国家级表彰奖励及以上荣誉并健
在的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参
战荣立一等功以上奖励并健在的军队

人员（含退役军人）；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

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去世的，

在此次发放范围之内。
纪念章使用铜胎镀金材质，通

径为 50 毫米，主要元素为五星、
“70”飘带、团锦结、如意祥云和光
芒，主色调为红色和金色。核心部
分为五星，代表国家荣誉。“70”飘
带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奋斗
历程。团锦结环绕在五星和“70”
飘带周围，寓意全国各族人民大团
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章体外环以如意祥云、光芒构成，象
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表
达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
礼赞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的辉煌成就，以及在70年辉煌奋斗
成就的基础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的坚定决心。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颁发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
者罗沙 白阳） 今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首都北京将举
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29日，中宣
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在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
介绍了庆祝活动安排情况。国家发
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
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共同
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王晓晖介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活动，将充分展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的光辉历
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突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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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全
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激励和动员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据介绍，庆祝活动主要包括以

下安排：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隆重
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庆祝大会后将举行盛大的阅兵
式和群众游行。10 月 1 日晚，在天
安门广场举办首都国庆联欢活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
起联欢并观看文艺演出和焰火表
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颁授仪
式，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
保卫国家中作出重大贡献、建立卓
越功勋、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
杰出人士，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
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
在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
有崇高声誉、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
认的杰出人士，分别授予“共和国勋
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亲自
颁授勋章、奖章，签发证书。9月30
日烈士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人民
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
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
各界群众代表参加。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习近平名义，在人民大会

堂举办盛大国庆招待会，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在人民大会
堂举办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形式呈
现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
女》。9 月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
型成就展。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名义，颁发“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取得的辉
煌成就为主要内容，制作播出大型
文献专题片。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为题材，发行一套纪念
币和一套纪念邮票。

据介绍，庆祝活动既要隆重热
烈又要务实节俭，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防止形式主义，不搞铺
张浪费。各地区各部门还将根据党
中央统一部署，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的庆祝活动。中宣部正在精心组织
开展“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大型
主题采访活动，“我和我的祖国”群
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最美奋斗
者”学习宣传活动等，大力唱响礼赞
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首都北京将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

2019 年盛夏，猪肉市场颇受关注。
自 2 月底生猪价格开始回升，此后逐月
上行，6月下旬以来快速上涨，至今维持
高位。业内分析，这一轮上涨周期，恰好
与下半年几大节日相逢，加上秋冬是猪
肉消费旺季，猪市仍将维持涨势。

那么，目前猪肉产销情况如何？能否
保障供给？这一轮价格通道是怎样形成
的？从长远看，维持猪肉供需平衡、价格
总体平稳，需从哪些环节着手？经济日报
记者来到河南、陕西、河北等地采访。

目前供给偏紧，但整体
链条保持平稳

河南省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张
阁镇是传统生猪养殖区，历经多轮市场
选择和政策性整顿，现在 100 头以上规
模养殖户还有40多家。8月16日，在张
阁镇陈堤口村，记者见到村里的永顺养
殖合作社理事长陈哲状。

44岁的陈哲状2001年开始养猪，从

自繁自养，搞养殖小区，到 2016 年与正
邦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经历了从个体户
到“正规军”的转变。他的养殖场租用村
民50亩地，单批存栏可达7500头，年出
栏两批。今年 5 月他刚进了 7000 头仔
猪，正常的话9月份即可出栏，出栏毛猪
每头220斤左右。

陈哲状说，今年生猪行情从未有过的
好。记得 2010 年毛猪价格曾到过每斤
10.5元，其他时候7元、8元、10元，2018
年甚至4.2元一斤都有过。今年夏天毛猪
每斤10元以上，近几天还在涨，估计这批
猪出栏时至少能维持这一价位。

不过，价格涨了，生猪供给很难马上
增加。因为养殖本身需要半年周期，加
上许多养殖户担心非洲猪瘟，不敢大规
模投养。陈哲状判断，生猪养殖正在上
量，但还要维持一段紧平衡。

陈哲状的判断，在陕西西安秦韵生
态养殖有限公司得到印证。秦韵公司负
责人李凯告诉记者，猪场满负荷时存栏
近万头，去年以来受非洲猪瘟影响，规模

大幅缩减，目前存栏才2000多头。
河北双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集生猪

繁育、屠宰加工、连锁销售为一体，是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现在，公
司存栏量 3.5 万头左右，月出栏量大约
5000 头。这一数字，比平常略低，但大
体正常。

源头供应偏紧，直接传导给屠宰加工
企业。河南贵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养殖
屠宰加工起家，是一家产业链完备的涉农
跨国企业，现在日屠宰量 3000 头左右。
公司销售经理孙花透露，企业有合同猪场，
购猪没问题，但这几个月价格一天一变，猪
场出货也有限，可能需要500头，但对方只
给你300头、200头。过去还有散户猪场
弥补，如今也少了。“就是源头紧点，没别
的，市场就这样。”孙花说。

涨涨跌跌，既有老问题
也有新问题

在西安市西北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

场，陈刚师傅现在一天能卖出十几头白
条猪，不过他不敢肯定，价格老这么涨销
售是否还能这么好，“价格高了买的人会
少，销量肯定受影响”。

陈哲状说，猪少价格就涨，这是猪周
期规律，但具体分析，这次猪价上涨既有
老问题，也有新问题。

西安摩尔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徐涛分析，这轮生猪行情的老问题，
就是猪周期，两年涨、两年跌，或者三年
一小周期、五年一大周期，这一轮自
2017年，历经15个月，现在回暖了。

但为何这轮生猪价格似乎比往年涨
得更猛？河南贵友集团国际市场部张经
理认为，这是因为几大因素碰头，猪周
期、非洲猪瘟和政策性调控等聚在一
起，老问题叠加新问题。他说，本来这
一轮猪周期好多散户退养了，猪源减少；
去年发生非洲猪瘟，猪源又减少；活下来
的因为还没有疫苗，担心非洲猪瘟，也限
制规模，猪源更少。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刘华） 国家主席
习近平29日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习近平对杜特尔特总统来访并观看2019年国际篮
联篮球世界杯比赛表示欢迎。习近平表示，你执政3年
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菲关系顺利实现转圜、巩固、提
升，不断取得扎实成果。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
变化，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
流。我愿同你一道，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好
时和势，引领好中菲关系发展，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和两国
人民，也将为地区和平稳定增添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要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菲方“大
建特建”规划对接，实施好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电
信、能源等领域重大合作项目。中方愿进口更多菲律宾
优质水果和农产品，将派专家赴菲传授农渔业技术。在
人权等问题上，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菲方维护国家主权、

抵御外部干预的努力。
习近平指出，中菲一直

就南海问题保持有效沟通。
双方要搁置争议，排除外来
干扰，集中精力搞合作、办实
事、谋发展。只要双方把这
个问题处理妥当了，中菲关
系的气氛就好了、基础就稳
了，地区和平稳定也就有了
一份重要保障。双方在海上
油气共同开发方面步子可以
迈得更大些。“南海行为准
则”是为南海建章立制的创
举，双方要致力于推动早日
达成“准则”，展示中菲共同
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坚定立
场和积极姿态。

杜特尔特祝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表示中
国成功发展的经验值得菲律
宾学习借鉴。他表示，我珍
视同习近平主席的亲密友
谊。中国对菲律宾很重要，
菲中关系是百年大计。我愿

同习近平主席经常见面，加强沟通，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
略合作关系持续强劲发展，实现互利共赢。菲方希望中方
继续助力菲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感谢中方对菲人权
事业、地震灾区重建、反恐、禁毒等方面给予的支持。事实
证明，中国是菲律宾真诚的朋友。在香港问题上，菲律宾
完全尊重中国的法律以及依法维护法治的权利。

杜特尔特表示，我主张选择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和
平解决南海争议，维护地区友好合作、和平稳定大局，这
符合本地区各方利益。菲方愿同中方加快推进海上油气
共同开发。菲律宾作为现任东盟—中国关系协调国，致
力于推动各方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交换仪
式。双方还宣布成立油气合作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
企业间工作组，推动共同开发取得实质性进展。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8月29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多重因素推涨猪价 源头着手稳定供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瞿长福 姚 进 本报北京8月29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统计

局29日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
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明显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1979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
率达到9.9%，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快7.0个百分
点。2013年至2018年，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年均增
长率为7.0%，明显高于世界同期2.9%的平均增长率。

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
世界第1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18年，中
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7.5%，比 1978 年提高
24.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

我国已成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

这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8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①

○ 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庆祝
大会后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 10月1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举办首都国庆联欢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联欢并观看文艺演出和焰火表演

○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颁授仪式，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友谊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亲自颁授勋章、奖章，
签发证书

○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向人民
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参加

○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盛大国庆招待
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 庆祝活动既要隆重热烈又要务实节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防止形式主义，不搞铺张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