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宝瞻公路提升工程施工的需要，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
决定自 2021 年 10 月 10 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20 日，对宝
瞻公路 （鄞县大道-振兴路） 进行交通管制，具体管
制措施如下：

一、00:00-24:00，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在宝瞻公
路 （宝瞻隧道-岐西山隧道）、少白岭隧道和瞻岐隧道
上通行；

二、根据工程建设需要，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
整，宝瞻公路 （鄞县大道-振兴路） 道路限速由原
70km/h 调整为 40km/h；

三、宝瞻公路 （鄞县大道-振兴路） 段道路施工
期间，禁货交通管制措施调整为：00:00-24:00，禁止
黄牌载货汽车通行。

四、公交绕行方案
1、公交福明站至公交天童站的162路（含勤勇班

次）调整为公交福明站至宝幢地铁站运营。
（一） 调整走向：宝瞻公路明南路口后改走南路

至宝幢地铁站始发运营。
（二） 撤销宝瞻公路明南路口后至公交天童站走

向及沿途站点，同步撤销公交天童站始发。
（三） 调整后首末班：公交福明站首班 5 时 45 分，

末班 18 时 15 分；宝幢地铁站首班 5 时 45 分，末班 18
时 20 分。

2、宝幢地铁站至上三塘的微55、公交东吴站至
东吴勤勇村的 172路、公交东吴站至东吴周家岙的
171-1路、公交东吴站至上三塘的171上三塘班实行
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 改道走向：宝瞻公路宝天线口后改走宝天
线 （国家电网段），宝天线 （童一） 口后按原线运营。

（二） 撤销部分宝瞻公路走向及东吴蔡家、小白
村陈家、小白村王家、小白村徐家站。

3、公交东吴站至东吴周家岙的171路实行调整运
营。

（一） 调整走向：沙江路镇南路口后恢复镇南
路、东周线、韩天线走向，韩天线 （画龙村张家） 口
后按原线运营。同步恢复三溪浦水库、戚家耷、画龙
村张家站。

（二） 撤销部分镇南路、宝瞻公路、韩天线走向
及东吴中学、河头村、东吴镇政府、东吴蔡家、小白
村陈家、小白村王家、小白村徐家、邹家站。

（三） 撤销原东周线 （三溪浦水库） 段封道施工
临时增设的公交东吴站至戚家耷的部分班次。

4、公交瞻岐站至汽车东站的621路实行双向临时
改道运营。

（一） 改道走向：瞻虹路瞻岐振兴路口后双向改
走瞻虹路、穿咸线、大嵩路、庆海路、穿咸线、215
省道、安石路、天池路、白石北路、安石路、莫枝北
路，莫枝北路鄞县大道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 撤销宝瞻公路、鄞县大道走向及南怡新村
↓、岐西、凤岭、东吴勤勇、下沿山、天童街、三
场、童一、小白村徐家、小白村王家、小白村陈家、
东吴蔡家、东吴镇、欣达站、翔鹰公司 （史家湾）、
平窑 （雪菜博物馆）、栗树塘、梅湖农场、宁波雅戈
尔动物园 （梅湖村）、东海蓄电池公司、高钱村、鄞
县大道环湖北路口、耷河村、红舒村、钱湖人家北
站。

（三） 增设瞻岐卫生院↓、瞻岐文体艺术中心
↓、瞻岐唐家、瞻岐姚家东、瞻岐姚家、大嵩东城、
大嵩西城、大嵩嵩一、公交塘溪站、塘溪太平桥、韩
岭、莫枝北路鄞县大道口↑。

5、公交滨海站至鄞州客运总站的690路实行双向
临时改道运营。

（一） 改道走向：穿咸线宝瞻公路口后改走穿咸
线、咸大线、穿咸线、215 省道、鄞城大道、鄞横
线、泰康东路、下应南路，下应南路鄞县大道口后恢
复原线运营。

（二） 撤销宝瞻公路、部分鄞县大道走向及岐

西、东吴勤勇、童一、东吴镇、欣达站、鄞县大道莫
枝北路口 （东钱湖镇）、江六村 （创新 128）、蔚蓝水
岸站。

（三） 增设塘溪太平桥、孔家潭北。
6、公交咸祥站至宝幢地铁站的677路调整为公交

咸祥站至公交松花江路站运营。
（一） 调整走向：穿咸线宝瞻公路口后改走穿咸

线、沿海中线、春晓大道、乐海路、太河南路、泰山
路、人民路至公交松花江路站始发运营。

（二） 撤销瞻虹路、瞻岐振兴路、宝瞻公路走向
及瞻岐卫生院、南怡新村、岐西、凤岭、东吴勤勇、
下沿山、天童街、三场、童一、小白村徐家、小白村
王家、小白村陈家、东吴蔡家、宝瞻公路鄞县大道
口、沙堰村、环城南路宝瞻公路口↓、沙堰村委会
↑，同步撤销宝幢地铁站始发。

（三） 增设瞻岐文体艺术中心↓、公交瞻岐站
南、利之源工业园、下洋、岐洋、合岙、卢一、中河
路地铁站。

（四） 调整后首末班：公交咸祥站首班 5 时 30 分，
末班 18 时 40 分；公交松花江站首班 6 时 50 分，末班
20 时。

7、公交滨海站至宝幢地铁站的688路调整为公交
瞻岐站至公交松花江路站运营。

（一） 调整走向：公交滨海站始发后改走镇中
路、瞻虹路、沿海中线、宏围路、鄞东南路、合兴
路、嵩城路、联胜路、沿海中线、春晓大道、乐海
路、太河南路、泰山路、人民路至公交松花江路站始
发运营。

（二） 撤销瞻望路、启航南路、部分合兴路、穿
咸线、宝瞻公路走向及滨海管委会南↑、滨海博物
馆、卢一、合岙、岐洋、下洋、利之源工业园、公交
瞻岐站南、瞻岐文体艺术中心、宝瞻公路穿咸线口
↓、岐西、凤岭、东吴勤勇、下沿山、天童街、三
场、童一、小白村徐家、小白村王家、小白村陈家、

东吴蔡家、宝瞻公路鄞县大道口、沙堰村、环城南路
宝瞻公路口↓、沙堰村委会↑站，同步撤销宝幢地铁
站始发。

（三） 增设东二新村、瞻岐卫生院、滨海管委
会、滨海社区、滨海污水厂、联胜路嵩城路口↓、嵩
城路联胜路口↑、中河路地铁站。

（四） 调整后首末班：公交瞻岐站首班 5 时 30 分，
末班 17 时 30 分；公交松花江路站首班 6 时 40 分，末班
18 时 40 分。

8、岐化至宝幢地铁站的689路调整为岐化至公交
瞻岐站运营。

（一） 调整走向：岐化始发后按原线至瞻虹路瞻
岐振兴路口后，双向改走瞻虹路、镇中路至公交瞻岐
站始发运营。

（二） 撤销瞻岐振兴路、宝瞻公路走向及瞻南怡
新村、岐西、凤岭、东吴勤勇、下沿山、天童街、三
场、童一、小白村徐家、小白村王家、小白村陈家、
东吴蔡家、宝瞻公路鄞县大道口、沙堰村、环城南路
宝瞻公路口↓、沙堰村委会↑站，同步撤销宝幢地铁
站始发。

（三） 增设东二新村站。
（四） 调整后首末班：岐化首班 5 时 30 分，末班

18 时 30 分；公交瞻岐站首班 5 时 50 分，末班 18 时 50
分。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受交通
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选择好出行线路，遵照
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宁波市鄞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1日

关于宝瞻公路（鄞县大道-振兴路）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
（2021年第80号）

为保障宁波市海曙区东渡路街区更新工程顺利实

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

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自 2021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2 年 6 月

14 日，对车轿街、东渡路及咸塘街的交通组织进行调

整，具体如下：

一、车轿街（咸塘街-世贸大厦南侧路）封闭施工，

全天禁止一切机动车在车轿街（咸塘街-世贸大厦南

侧路）通行，行人及非机动车可通过道路两侧施工便道

通行。同时车轿街（世贸大厦南侧路-药行街）临时恢

复双向通行。

二、东渡路（咸塘街-世贸大厦南侧路）封闭施工，

全天禁止一切机动车在东渡路（咸塘街-世贸大厦南

侧路）通行，行人及非机动车可通过道路两侧施工便道

通行。

三、咸塘街 （车轿街-东渡路） 临时恢复双向通

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

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确

保安全有序。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1年9月29日

关于车轿街、东渡路、咸塘街等道路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21年第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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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 30日电 9 月
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
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中文建交
3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文建
交 30 年来，两国关系健康快速发
展，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各领域合作
持续深入，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
持密切沟通配合，树立了大小国家
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两国守望相助、共克
时艰，谱写了新的友好篇章。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
系发展，愿同苏丹陛下一道努力，以
今年建交 30 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
沟通，深化抗疫和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推动中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
取得新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哈桑纳尔在贺电中表示，中国
是文莱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合作取
得积极进展。文方感谢中方对文莱
应对新冠疫情给予支持和帮助，愿
同中方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
两国和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就中文建交三十周年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
哈桑纳尔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9月 30日电 10
月 1 日出版的第 19 期 《求是》 杂志
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
章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
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
新业绩》。

文章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
党 艰 辛 而 辉 煌 奋 斗 历 程 的 见 证 ，
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
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
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力量源泉。回望过往历程，眺
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赓续
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

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
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
和 实 践 创 造 启 迪 智 慧 、 砥 砺 品
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把革
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
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负
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
民的新业绩。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始
终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
主义行。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史
中感悟真理的力量，不断深化对共

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用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我们的
前行之路。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
始终坚持理想信念。全党同志要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力前
行，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胜利。要教育引导全党
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全党同志要
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不断体悟初
心使命，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

始终坚持光荣革命传统。全党同
志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
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以
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党和国家各
项工作。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
持推进自我革命。全党同志要增
强忧患意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
定执着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
进，严于律己，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 力 、 政 治 领 悟 力 、 政 治 执 行
力 ， 始 终 做 一 名 合 格 的 共 产 党
员，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作出应有的努力。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法文、
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
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 8 个文
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
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由
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
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
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
示、指示、贺信等 92 篇，还收入习近
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 41 幅。

全书分为 19 个专题，生动记录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
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
文、英文版自 2020 年 6 月出版发行
以来，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高度关注
和广泛好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多语种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9月 30日电 日
前，中共中央决定：

郑栅洁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
常委、书记，李锦斌同志不再担任
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李干杰同志任山东省委书记，
刘家义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
新华社杭州 9月 30日电 浙

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9 月 30 日决
定，接受郑栅洁辞去浙江省人民政
府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王浩为浙
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

郑栅洁任安徽省委书记
李干杰任山东省委书记
王浩任浙江省代省长

金风送爽，硕果累累；九州同
庆，四海欢歌。今天，我们迎来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 72华诞。五星红旗在
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见证着百年
大党的风华正茂、朝气蓬勃，记录下
伟大祖国的奋楫扬帆、凯歌行进，激
扬起亿万人民礼赞新中国、奋斗新
时代的凌云壮志、万丈豪情。

时间镌刻崭新年轮，岁月书写
时代华章。回首过去一年，面对错综
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
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众志成城、
迎难而上、锐意进取，经济持续稳定
恢复、稳中向好，科技自立自强积极
推进，改革开放力度加大，民生得到
有效保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特别是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时刻，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一个充满生
机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已
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
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历史，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风
雨才能看得更清楚。100 年前，中华
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
凋零的景象；72 年前，第一面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中华民族任人宰割、
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今天，
神州大地自信自强、充满韧劲，一派
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中华民
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
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
进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
结果，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万众
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我们清醒地
看到，任何奋斗目标都不会轻轻松
松实现，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
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奋
斗史、新中国发展史、中华民族文明
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国进
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
必须认识到，这只是我们迈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实现伟
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在
新的伟大征程上，我们必须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

而砥砺奋进，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
人的历史伟业。

道路决定命运，我们步伐坚定。
72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
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找到了一
条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得
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正确道路，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
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
路。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
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历
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中
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强大的领导力和
执政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
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具有无比强大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
心，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
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团结凝聚力量，我们信心满怀。
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
量。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
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就是一部团
结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共同奋斗的
历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
处于关键时期。越是接近目标，越是
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各方
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海内
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的强大合力。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开拓奋进，必须坚持大团结大
联合，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增

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
以及各方面的大团结，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力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
英才，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发
展动力，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
礴力量。

实干成就未来，我们斗志昂扬。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
时代，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
的伟大事业，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共
同事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
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
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
机遇大于挑战，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基本实现现
代化要靠实干，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只有保持“越
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发扬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真
抓实干、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开拓
创新，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
的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
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才能把握
未来发展主动权，把为崇高理想奋
斗的实践推向前进。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回首过
去，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
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永远保持慎终如始、
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
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确保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
勇争先，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明前景阔步前行！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载
10月1日《人民日报》）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二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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