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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 日前往北京展
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他强调，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
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
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70 年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
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
思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
国走向繁荣富强。70 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
头越。要展示好、宣传好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
历程、感天动地的辉煌成就、弥足珍贵的经验启
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
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
结一致、锐意进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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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而不懈奋进。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
岐山参观展览。

下午4时10分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
志来到北京展览馆，步入展厅参观展览。展览
以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题，以编年体为时间主
线，安排设计了 5 个部分，并体现历次党代会
和重要中央全会、五年规划 （计划） 等方面的
跨段主线，选择 150 个“新中国第一”进行展

习近平在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时
强调，高举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进

70年后再出发 而今迈步从头越
示，每 10 年设置英雄模范人物墙，充分运用声
光电等多媒体科技展示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呈现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
愤图强、艰苦奋斗实现的伟大跨越，清晰展现党
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
治优势，深刻揭示新中国 70 年巨变背后的深刻
道理。

记录开国大典历史时刻的影像，纪念新中国
建设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的浮雕，定
格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瞬
间的照片，寓意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几代人命
运得以改变的场景，展现安徽小岗村 18 户农民
在“大包干”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的群像，反映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旧貌换新颜的视频，显现
1998 年抗洪抢险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场
面，再现北京奥运会盛况的光影设计，中国自主
研发的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模型，展现全面深化
改革进程的说明，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体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动实践的沙盘，展
示人民军队官兵在强军目标指引下奋勇前进的展
板，呈现脱贫攻坚新进展的实景，描绘区域发展
战略的地图，模拟月球车、“天眼”等的模型，
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模型，体现全方位
外交的展板……展览长廊犹如时光隧道，一张张
图片展板、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
一项项互动体验，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
光，他们不时驻足观看，认真听取讲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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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见 习 记 者张凯凯
通讯员朱琼） 这几天，在甬城街
头，园林工人忙着布置花卉，国
庆的喜庆气氛越来越浓厚。记者
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城市管理
局） 园林部门获悉，为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我市准备了190
万盆鲜花，要化一个喜气洋洋的

“国庆妆”。
据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

管理局）园林部门考核科副科长
王勤介绍，今年国庆花卉布置以
绿雕为主要展现形式，市级主要
节点有铁路宁波站南广场、时代
广场、世纪大道和日湖公园等，中
心城区摆花面积逾1.6万平方米。

日湖公园西大门的花卉布置
点，以一只5.5米高的“花篮”为主
体，“蝴蝶”翻飞其中；铁路宁波站
南广场在原来“双手托举莲花”的
主题绿雕上，新增了70周年标志、
红飘带、五角星等元素；时代广场
的花卉布置则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砥砺前行 70载，伟大复兴

中国梦”为主题，融入了北京“鸟
巢”、复兴号高铁等形象。

“今年国庆布置 190 万盆鲜
花，规模是去年的三倍多。”王勤

介绍，花卉多采用孔雀草、千日
红、四季海棠、彩叶草等颜色艳丽
的品种。目前各点位均已进场，摆
花工作将于本月29日前结束。

190万盆鲜花
为甬城化个“国庆妆”

9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
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奉化区委
报道组黄成峰 严世君）昨天上午，

“浙江·宁波滕头 2019 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在奉化滕头村农创广场隆重举
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民朋友与奉化
当地村民、吉林安图农户代表欢聚一
堂，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
员会主办的“我的丰收我的节——全
国 70 地庆丰收”的分会场活动之一，
本次活动由宁波市人民政府、浙江省
农业农村厅主办，奉化区人民政府、宁
波市农业农村局承办。省农办主任、农
业农村厅厅长林健东宣布节庆活动开
幕，市委副书记宋越舜致辞。

滕头村是全国乡村振兴样板村。
丰收庆典围绕“一犁耕到头、浙里庆丰
收”主题，分“虎跃龙腾丰收忙”“携手
共进幸福路”“常青之树立潮头”三个
篇章，以民俗歌舞、现场连线、情景表
演等形式，表现全省各地农村群众庆
祝丰收的喜悦，展示以滕头为代表的
浙江新农村建设巨大成就，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动能。奉化乡土书画家现场
展示70人共同创作的70米卷轴画，反
映奉化的秀美山川和巨大的发展变
化。来自吉林省安图县的 30名朝鲜族
青年，以欢快的《农乐舞》展现奉化与
安图“海”“山”情深。

据介绍，“浙江·宁波滕头 2019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还包括浙江省特色农
产品展示展销、浙江省乡村农家小吃美
食展、对口帮扶地区农产品展、奉化农
家菜厨艺大赛和农产品销售网络直播
等系列子活动，将持续到10月12日。

又讯 昨天下午，全国基层书记
谈振兴·滕头论坛举行。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院乡村振兴实
践基地在滕头挂牌。

论坛上，长沙浔龙河村、湖州安吉
县余村、江苏江阴华西村、北京房山区
韩村河村等全国各地名村书记、代表
50 余人，与相关专家学者、领导围绕
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的落地实践进行
研讨交流，探寻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
路径。

浙江·宁波滕头2019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举行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梁黎）
牢牢把握出资人定位，推动市属企业
履行使命担当，十余年来，宁波国资扎
实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国有企业
综合实力和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在服
务全市重大战略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支撑保障作用，为城市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重点民生服务保障和经济转
型产业升级贡献了国企力量。

市国资委 2005年成立以来，高度
重视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以管资本为
主加强监管转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不断完善，国资监管的法治化、清单
化、阳光化、信息化水平得到有效提
升。截至今年上半年，宁波全市国有企
业资产总额 1.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8%；市国资委出资企业资产总额
5419.30亿元，同比增长7.65%，实现营
业收入435.10亿元、利润总额53.67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21.40%、13.42%。

近三年来市属企业累计完成有效
投资 1655亿元，其中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超 600 亿元，占全市重点项目投资

的近四分之一，在轨道交通、奥体中
心、中东欧会馆、三门湾大桥、国展中
心 11 号馆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设中
担当主力。下一步，还将在国际会议中
心、天一阁新馆扩建、杭甬高速复线宁
波段等项目中勇挑重担。

市属企业还是服务民生的重要保
障，积极承担钦寸水库、葛岙水库、农
副产品物流中心项目等一大批民生工
程，时刻保障城市水电、燃气、公共交
通和“菜篮子”供应正常运行。同时，主
动参与对口援疆援藏、东西部扶贫和
山海协作等工作，五年来扶贫援助和
慈善捐赠累计达4700万元。

市委、市政府出台《全面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为下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实现
国企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总方向、画好了
路线图、吹响了冲锋号。市国资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市国资委将进一步完善国有
资产监管工作体系，推动国有资本向基
础性、民生性、战略引领性产业集聚。

（相关报道见A8、9版）

宁波国资：为高质量发展
凝聚“国企力量”

本报讯（记者易鹤） 昨天上
午，市长裘东耀主持召开市政
府第 70 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了 《关于贯彻 〈宁波市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实施
意见》《宁波市关于深化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
见》。

会议指出，推行生活垃圾分
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
境，关系资源节约使用，也是社
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会
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的部署要求，切实
抓好《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条例》的贯彻实施，加快建成以
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
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生活
垃圾分类治理体系。要加强宣传
动员，让生活垃圾分类法规和知
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促进群
众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
加强组织领导，注重党建引领，
把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基层社会综

合治理内容，实行分类投放管理
责任人制度。要加强统筹推进，
完善全程分类体系，强化源头减
量控制，推进精准分类扩面提
质，加快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要
加强监督检查，健全政府、行
业、市场、社会等各方面监督机
制，促进垃圾分类有力有效推
进。

会议指出，提高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效率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内容。会议强调，要总结试点
经验，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效果导向，加强破难攻坚，狠
抓改革深化。要优化审批流程，通
过再精简一批环节、合并一批事
项、调整一批前置条件、优化一批
举措，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要统
一信息数据平台，协同推进投资项
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3.0 的高效运
转，加快电子章应用、行政案卷电
子化。要完善审批体系和监管方
式，加强“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应
用 ， 优 化 “ 一 窗 受 理 、 集 成 服
务”，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
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

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市城中
村改造投融资工作指导意见》《宁
波市“千吨万人”以上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划分方案》。

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法，听
取了有关专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解读。

裘东耀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宣传贯彻落实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好习惯城乡新时尚

上图：工作人员在天一广场擦
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的背景墙。

（沙燚杉 陈朝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