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3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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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中国人
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
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
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
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
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
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王沪宁主持座谈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今天，我们
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7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
道，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彻底

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
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
大胜利。7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
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
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
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
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
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
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
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
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
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
中华民族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正义
事业史册上。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全国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
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海内外
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

帮助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外国政府
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了
胜利而壮烈牺牲的所有英灵，向惨遭
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
悼。

习近平强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
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
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
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
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中国由
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艰苦
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
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
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
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
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人民
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
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
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下转第六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
未来。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5周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
篮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
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同各界
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北京西郊卢沟桥畔宛平城
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雄
伟庄严。纪念馆前广场上，鲜艳
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独立自由
勋章”雕塑格外醒目。纪念馆正
门上方悬挂着“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横幅。大门两侧，威武的
三军仪仗兵持枪伫立。

9时57分，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来到这里。习近平
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
的平台上肃立。参加过抗日战争
的老战士和抗战将领亲属代表、

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
人遗属代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官兵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面
向纪念馆肃立。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和抗
战老战士老同志、首都各界群众分
别敬献的7个花篮一字排开，摆放
在纪念馆前平台上。花篮的红色
缎带上写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10时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
篮仪式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
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
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起
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激昂的旋律响彻卢沟桥畔，再次
将人们的记忆带回中华儿女同仇
敌忾、共赴国难的烽火岁月，重温
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抗战的
伟大精神。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
烈士默哀。

默哀毕，军乐团奏响深情的
《献花曲》，14名礼兵抬起7个花
篮，缓缓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序厅，将花篮摆放在象征
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
《铜墙铁壁》前。

习近平等缓步登上台阶，走进
纪念馆序厅，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火红挺拔的花烛、缤纷绽放的兰花、
芬芳吐蕊的百合，寄托着对抗战烈
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
花篮上的缎带。

随后，其他领导同志和各界
代表依次进入纪念馆序厅献花。

蔡奇主持仪式。丁薛祥、许
其亮、张又侠、陈希、黄坤明、张春
贤、肖捷、马飚，以及李作成、苗
华、张升民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
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
代表等参加仪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仪式

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

高质量编制“十四五”规划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9月 3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主持召开
市政府常务会议暨咸宁市“十四五”规
划纲要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省关于“十四五”规划编
制工作的有关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十
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会议指出，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
政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要深刻认识

“十四五”规划编制的重大意义，充分
认识编制好规划的重要性、特殊性和
紧迫性，把抓好规划编制工作作为头
等大事抓好抓细抓落实，编制出高质

量规划。要通过实施“十四五”规划，
确保咸宁经济总量明显提升，经济结
构不断优化，发展质量明显进步，民生
福祉不断推进，特色优势不断彰显。

会议强调，要把握“十四五”规划
的主线。要明确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
本原则，加强形势分析，加强国家宏观
政策的研究和对接，明确自身的发展
阶段、发展机遇。发展目标既要积极
可行也要留有余地，要通过“十四五”
规划的实施让咸宁的经济迈上新的台
阶。发展定位既要立足实际，也要根
据未来形势变化科学定位，要体现特
色和个性。要找准发展路径，明确保
障条件，做到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有

机结合。做好“十三五”规划收官工
作，为“十四五”规划打好基础。

会议强调，全力强化规划编制工
作的各项举措。坚持协同推进，坚持
全市“一盘棋”，齐心协力，共同推进。
坚持上下统筹，既要“上接天线”，积极
与国家、省规划对接衔接，又要“下接
地气”，紧贴地方实际、体现地方特
色。要广泛征求意见，广开门路，广开
言路，集中民智，做到集思广益。坚持
谋篇和开局结合，突出抓好项目工作，
把规划落实到项目上，不能纸上谈兵。

会议还传达学习人防系统腐败问
题专项治理工作有关文件精神，听取有
关工作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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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发展 共创辉煌

省交通投资集团来我市洽谈合作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9

月2日，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龙传华一行到
我市洽谈项目合作。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远鹤与龙传华一行座
谈。双方进行了友好洽谈，决定
深化战略合作，推进咸宁重大项
目建设。

龙传华感谢咸宁市委市政府
长期以来对省交投集团工作的关
心和支持，感谢咸宁为省交投提
供了良好的建设环境。他说，当
前，中央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省交投面

临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下一步，
省交投将加快融入地方经济的发
展，在投资建设综合交通基础设
施的同时，坚持开拓多元产业。
咸宁人杰地灵，营商环境良好，发
展潜力巨大。省交投愿意加大在
咸宁的投资力度、投资强度和投
资进度，助力咸宁的经济社会发
展。

王远鹤感谢省交投长期以来
对咸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关
心，热烈欢迎省交投来咸宁洽谈
合作，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他说，咸宁市和省交投
的合作已取得丰硕成果，结下了

深厚情谊，为下一步合作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未来十年，将是咸
宁交通体系建设高速发展的时
期，咸宁将和省交投共同发挥优
势，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建议省
交投加快咸宁现有的项目建设，
欢迎省交投加紧做好有关项目的
前期调研和谋划工作。咸宁将营造
一流的营商环境，让省交投投资在
咸宁、放心在咸宁、满意在咸宁。

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陈劲超，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杨志波，副市长熊享
涛和市政府秘书长王勇参加洽
谈。

本报讯 记者镇强、特约记
者胡剑芳、通讯员杜娇报道：8月
28日，在咸宁市2020年科技助力
创业投融资活动中，6家优秀科技
创新型企业共获得 930 万元投
资。

活动现场，6位企业代表从项
目内容、市场前景、竞争优势、预
期效益等方面进行项目路演推

介。路演采取现场讲解答辩及评
分的方式进行，具体流程为：播放
项目介绍VCR一分钟，八分钟路
演，专家提问，评分揭晓，现场颁
奖，意向投资人和企业进行项目
对接沟通，孵化器与选定的项目
企业做入孵签约。

经过激烈角逐，6家企业与金
融投资企业进行了颁奖签约仪

式。其中，欣辰生态农业夺得一
等奖，获得投资金额580万元；妙
微生物、优创科技荣获二等奖，各
获得投资金额 50万元；易奇文
化、柚乐文化、香泉有品荣获三等
奖，其中柚乐文化获得投资金额
50万元，易奇文化、香泉有品各获
得投资金额100万元，现场签约
总计930万元。

我市举办科技助力创业融资路演活动

6家企业获得近千万元投资鼓足干劲赶订单
8月24日，位于咸宁高新区的湖北陆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在

赶制棒球帽。据了解，该项目是高新区台资产业园重点项目。主要生产棒球、垒
球、滑雪运动等所使用的头盔、面罩及相关护具。项目一期于6月建成投产，目前正
在赶制各类订单，预计年产值 2 亿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为进一步拓宽优化营商环境
专项督查发现问题渠道，增强督
查工作实效，根据督查工作安排，
省委优化营商环境第11督查组
拟于8月31日-9月6日在咸宁市
实地督查期间，开设举报电话，受
理企业群众投诉举报。欢迎社会
各界和广大市民参与监督，积极
提供问题线索。

一、受理范围
1.咸宁市在落实中央和省疫

后出台的一揽子惠企政策方面

存在的问题；
2.咸宁市在优化政务服务，

开展“一网通办一窗通办”方面
存在的问题；

3.咸宁市实施企业开办减环
节压时限方面存在的问题；

4.咸宁市提升工程项目审批
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

5.咸宁市在水电气报装服务
方面存在的问题；

6.咸宁市政府讲诚信和“新
官不理旧账”问题；

7.咸宁市在促进跨境贸易，
提升通关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

8.咸宁市违反省委省政府“十
必须十不准”方面问题；

9.其他损害我省营商环境的
问题。

二、举报电话
0715-8895157
0715-8895158

省委优化营商环境第11督查组
2020年8月31日

关于在全省优化营商环境督查期间
开设举报电话的公告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谭宏
宇、通讯员林立报道：9月2日下
午，上海联合水务集团董事长兼
总裁俞伟景带领考察团一行来我
市考察。市委书记孟祥伟与考察
团一行座谈交流，深化合作。

俞伟景介绍了联合水务集团
发展历史、经营理念及在咸业务
经营情况，对咸宁市委、市政府对
集团在咸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
感谢。他说，上海联合水务集团
始终秉持诚信经营、合作双赢的
理念，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全力保
障咸宁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
集团对进一步加强合作抱有充足
信心，将加大沟通对接，着眼长
远，完善发展规划，加大投资力
度，谋求全方位合作，实现多赢发
展，为更好服务咸宁经济社会发

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用
水需求做出更大努力和贡献。

孟祥伟对考察团一行到咸宁
考察交流、对接合作表示欢迎，对
联合水务集团在咸投资开展供水
服务、改善发展环境及助力我市
疫情防控工作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他说，水安全关乎人
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
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是我市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基础条件。
双方要秉持真诚负责的态度，既
要考虑双方关切，更要为服务对
象着想，既要考虑企业利益，更要
充分保障群众利益，既要考虑眼
前利益，更要着眼长远利益，进一
步加大战略投资力度，不断提升
高质量发展内涵，更好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孟祥伟表示，改善水质和服
务永无止境，要不断提高水源标
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的用水安全，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要持续不断提高供水能力，加大
资金投入，提升老旧管网改造和
新建管网力度，不断扩大供水服
务覆盖面，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深入优
化营商环境，为双方深化合作创
造良好条件，希望双方着眼长远
发展，深化战略合作关系，不断扩
大合作范围，推进多领域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加快推动咸宁实现
高质量发展。

副市长吴刚，上海联合水务
集团董事兼高级副总裁刘猛参加
座谈。

孟祥伟与上海联合水务集团考察团一行座谈

着眼长远发展 深化务实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