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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百年，前赴后继凌云志；
奋进新程，重整行装再出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
动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思
考、坚定的信念担当，深入调研指导，不
断谋划总部署、压实责任状、统筹施工
图，为全党主题教育顺利开展提供坚强
政治保证。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也结合
工作对主题教育进行了调研指导。

率先垂范谋全局，春风化雨润人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提高思
想认识、认真检视问题、狠抓整改落实、
加强组织领导，推动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步步深入。

以身作则 以上率下

——习近平总书记和
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通过
召开会议、基层考察、指示
批示等各种方式，有力指
导、推动主题教育开展

已是盛夏，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工作人员却如沐春风。

7月16日，在内蒙古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专程来到这里，调研指导“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站在展板前，他边听边问，同工作人员
亲切交流，并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不
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急于求成”“日积月累，
效果就出来了，领悟就越来越深”“要以解
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为衡量标准”……

殷切希望鼓舞士气，谆谆教诲温暖
人心。

在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时间过半的时候，习近平
总书记又亲自到基层一线调研指导，为
进一步开展好主题教育指明前进方向、
注入强大动力。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次主题教育，多次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站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政治高度积极
谋划部署，深入调研指导。

这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政治宣示——
人们还记得，3年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的伟大号召，在全党上下引发热烈反响。

从那时起，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
初心使命的深刻内涵，部署擦亮百年大党的精神底色。

从党的十九大，到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
一大会址，再到出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式，总书记反复强调进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教育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教育的最好时间节点。”

一次次重大宣示，一次次谆谆教诲，为广大党员、干
部深刻理解初心使命、开展好主题教育奠定了扎实的思
想基础。

这是紧锣密鼓求真务实的周密部署——
2019年5月，一连串密集会议，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

部署主题教育工作的忙碌日程：
5月9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意见》；

5月13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
议，对开展主题教育提出明确要求；

5月31日，出席“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对主题教育进行
全面动员部署……

他还专门听取成立中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室和开展主题教育考虑的汇报，作出重
要指示。

主题教育启动后，习近平总书记在
重要会议、考察调研等多个场合，不失时
机地部署推进主题教育工作：

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
上，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正在开展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上，总书记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要
走在理论学习的前列”，“把学习成果落
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上，总书记要求“紧密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高改革的思
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在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
要指示中，总书记表扬他“60 多年深藏
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
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
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
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兵
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

高度重视，高位推进。
7 月底，随着中央“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有关通知的印
发，广大党员、干部中掀起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的热潮。据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之所以印发

这份通知，就是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召开会议、调研指导、指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
在繁忙的工作中始终把抓好主题教育摆在重要位置，亲
自谋划、亲自指导、亲自推动，为开展好主题教育提供了
根本遵循。

这是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示范引领——
5月的赣南大地，草木葱茏。面对巍然矗立的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和静静流淌的于都河水，在江西考
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凭栏远眺，伫立良久。

来到苏区红土地，就是找寻共产党人的初心。考察
江西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动情地说：“我来这里也是
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全中国人民
也要不忘初心……”

3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亲赴祖国大西北，瞻仰中
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参观中国工
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他强调，“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
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这个总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5种
少数民族文字版已由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其中维吾尔和哈萨克文版由民族出版社与新疆人民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
即日起向全国公开发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少数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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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9月 16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举办
网络安全宣传周、提升全民网络安
全意识和技能，是国家网络安全工
作的重要内容。国家网络安全工作
要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
靠人民，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公
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要坚持
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
展，形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
发展的良性生态。要坚持促进发展

和依法管理相统一，既大力培育人
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信网络等
新技术新应用，又积极利用法律法
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要
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立足
于开放环境维护网络安全，加强国际
交流合作，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
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
幕式 16 日在天津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
开幕式上宣读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并
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信
息化发展大势，积极应对网络安全
挑战，充分发挥广大人民在维护网
络安全中的主体作用，把“四个坚
持”的原则要求落到实处，有力维护
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切身利益。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 2014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本届宣传周
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
人民”为主题，9 月 16 日至 22 日期
间将举办网络安全博览会、网络安
全技术高峰论坛、网络安全主题日
等活动。

习近平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 提升广大
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守西部 奋斗为国
——兰州大学扎根欠发达地区创办一流大学调查

（十五版）

截至目前已经有13省份明确房贷利率下限

“新版”房贷利率将总体保持平稳
（十版）

杨泗港长江大桥，武汉的第
10座长江大桥，主体建设已经完
工，正在铺装收尾阶段，9月份就
能建成通车。6 公里外，矗立着
60多年前建成的“万里长江第一
桥”——武汉长江大桥。座座大
桥仿佛洞察世事，静静立在源远
流长的江流上，见证中国桥梁界
70年奋斗的风雨历程。

从空中俯瞰中国大地，一座
座大桥跨越江河湖海、深山峡谷，
让天堑变通途。从半个多世纪前
在苏联援助下、举全国之力建一
座武汉长江大桥，到现在大跨径
桥梁居世界之首，共和国的桥梁
史勾勒出新中国发展的足迹。

创造世界之最

在世界桥梁界流行这样一句
话：“70年代看欧美，90年代看日
本，21世纪看中国。”桥梁是综合
国力、科技实力的象征，也是造福
社会、发展经济的重器。近年来，
中国不断刷新着世界桥梁的建设
纪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之
最”。目前，世界建成和在建跨度
600米以上的斜拉桥有21座，中
国占17座；世界已建跨度420米
以上的拱桥有 12 座，中国占 9
座。世界十大拱桥、十大梁桥、十
大斜拉桥、十大悬索桥，中国都至
少占了一半。梁式桥、拱桥和斜
拉桥的跨径，中国都是世界纪录
的保持者。

然而，就在 30 年前，中国能
否修建跨径400米的桥梁还在广
受质疑。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
凤懋润回忆，1991 年，跨径 423
米的南浦大桥建设成功，回击了
中国人没有能力自行建设特大跨
径现代桥梁的质疑。两年多后，
跨径602米的上海杨浦大桥犹如
一道彩虹，横跨浦江两岸。“这两
座大桥的建成，极大鼓舞了中国
的桥梁建设者，开启了中国自主
建设跨越大江大河大跨径桥梁的
时代。”

“大桥局是伴随武汉长江大
桥建设组建的，当时建一座大桥
需要举全国之力，要从苏联获
得技术援助、进口钢材。现在
光我们一家企业，就能同时建
设 120 多座各型桥梁。”中铁大
桥局董事长刘自明说，目前大桥
局在国内已建设3000多座大桥，
总长度已接近从哈尔滨到昆明的
行车距离。

2015 年 11 月，北京三元桥
仅耗时43小时就完成了“旧桥变
新桥”，实录这段换桥过程的延时
摄影视频，引爆了国外视频网站
的评论区。

2018 年 10 月，被英国《卫

报》称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的
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这是中国
交通史上技术最复杂的工程之
一。复杂恶劣的海洋环境、120
年使用寿命使它成为技术创新的
奇迹。

2019 年 6 月，国际桥梁大会
把两个重要奖项授予中国的泸渝
高速合江长江一桥、雅康高速泸
定大渡河大桥。前者是世界最大
跨径的钢管混凝土拱桥。后者攻
克了高海拔、高地震烈度带、复杂
风场环境等世界级难题。

高山峡谷、珊瑚礁、地震带、
强风区……众多“建桥禁区”难题
先后被攻克；从斜拉桥到悬索桥，
从铁路大桥到公铁两用桥，从跨
江大桥到跨海大桥，中国桥梁家
族不断壮大；世界顶级桥梁奖项
上，中国桥梁早已成为获奖常客。

致富离不开桥和路

“桥何名欤？曰奋斗。”这是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回首自己建
桥人生时的感慨。他说过，从一
座桥的修建上，就可以看出当地
工商业的荣枯和工艺水平。

（下转第三版）

万 桥 飞 架 通 天 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更多报道见五至七版）

左图 上：2013年2月2日，在泸水县六库镇双米地
村辣子咪村民小组，一名村民背着背篓过溜索（新华社记
者 王长山摄）；下：这是2016年9月9日拍摄的泸水县
六库镇双米地村辣子咪村民小
组新建的吊桥（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

上图 港珠澳大桥修建过程中，海上专用混凝土工作船对钻
孔桩内浇筑海上施工专用混凝土，防止污染环境。（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