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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

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这是
习近平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
月工程成果展览。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
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
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充分肯定探
月工程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
成就。他强调，要弘扬探月精神，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技高
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
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不断推进
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为人类和
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
烈。上午10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同志步入会场，向参研参试人员
代表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经久不息
的掌声。习近平同孙家栋、栾恩杰
等亲切交流，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
程成果展览，听取有关月球样品、
工程建设、技术转化、科学成果、国
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
绍。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详细询
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
圆满成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是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
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设征程
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业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年
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
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
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
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可喜可贺、令
人欣慰。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
同梦想，要推动实施好探月工程四
期，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
征程。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
划，再接再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
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创新发展，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福
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黄
坤明、王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
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自
治区、直辖市任务保障部门代表等
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
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工程自立项以来圆满完
成六次探测任务。嫦娥五号任务
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
大的航天系统工程，于 2020年 12
月 17日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
样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
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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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油：我国渤海再获亿吨级油气发现
■1月我国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约4.3万亿元
■两部委：2025年社会足球场地全面开放
■我国3-17岁人群将进入疫苗使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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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贾莹）2月 20 日，陕西省国防工会在职党
支部召开 2020年度组织生活会，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以普通党员身份参
加会议，省总工会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冯建秦
列席指导会议。

会前，省国防工会在职党支部通过集体学习和个
人自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对照党章党规，认真检视问题，建立问题清
单，结合工作实际，普遍开展谈心谈话，广泛征求意
见建议，有针对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为开好这次党
支部组织生活会奠定了基础。会上，通报了 2020 年
党支部工作及查摆出的问题，支部党员对支部工作
进行了评议。全体党员对照合格党员标准、入党誓
词和身边先进典型，深入查找在政治、思想、学习、工
作、能力、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真开展
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提出下一步努力方向和整改
措施，达到了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会后，对
支部党员进行了民主评议。

省国防工会在职党支部

召开2020年度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2月 22日，记者从省总工会
获悉，省总工会推出的“感恩回馈抽大奖”活动获奖名
单公布啦！来自中国水电十五局路桥公司工会的陈
雅、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机关工会的姚伟等 100
名会员抽得苹果手机。

据悉，在 10 天的活动中，总计 95206 人次参与抽
奖，100部苹果手机及 7200份价值 50元到 400元不等
的扶贫产品礼包均已全部抽出，奖品将于 2月 26日前
以快递形式陆续寄出。

十天九万五千人次参与
百名工会会员抽得手机

省总工会“感恩回馈抽大奖”活动获奖名单公布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消息，执行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的长征
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已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 2
月22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之后，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将与先期已运抵的
天和核心舱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长五B遥二运载火箭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在日前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百年来我们党进行
理论探索和创新的伟大历程，深刻总结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为我们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感悟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
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
了方向。

风雨百年，青史可鉴。我们党的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
创造的历史。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中，党和人民事业的每一次历
史性跨越，无不伴随着理论创新的重大突
破。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
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
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
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
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思想是行动
的先导。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找到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思想密码，从党
史中汲取思想滋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始终立时代
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明历史之大势，用
思想的力量推动实践的创新，不断开创事
业发展新局面。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
养剂。一路走来，我们党之所以能不负历
史和人民的重托，闯过重重险关，不断把事
业推向前进，关键就在于坚持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不断用科学理论指导伟大实践。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学习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要从党的非凡历程中
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
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
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

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
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历史和
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是完全正确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
义。学史明理，首要的是做到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
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
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要有
发展的观点，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

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
新的发展。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
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
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
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当今世界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把握历史机
遇、战胜风险挑战？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
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树立大历史观，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把握
大局大势，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
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
应的战略策略，坚定不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鉴往以知来，循道以致远。从党史中不断汲
取智慧力量，方能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
动求变，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新华社评论员）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重要讲话精神

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感悟真理的力量

2 月 21 日 ，
初春时节阳光明
媚，在西安秦岭
天子峪，滑翔伞
爱好者一跃跳出
山涧，像鸟一样
自 由 飞 翔 在 空
中，一览山下田
园美景。这里已
成为西安又一网
红“打卡地”。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国务院近日印
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
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5年，产业结构、能
源结构、运输结构明显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
提升，基础设施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清洁生
产水平持续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
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
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碳排
放强度明显降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市场导
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法律法规

政策体系更加有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
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初步形成。到 2035
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色产业规
模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能源资源
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泛形成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指导意见》从六个方面部署了重点工作
任务，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思想到位、措
施到位、行动到位，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加
强督促落实，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印发

到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本报讯（记者 鲜康）2 月
22日，满载着果汁、塑料制品、
生 活 用 品 等 50 车 货 物 的
X9041次中欧班列（西安），从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西安局集团）新筑车
站驶出开往霍尔果斯，标志着
2021年中欧班列（西安）运输数
量突破 2万车大关，达到 20011
车，同比增长 52.3%，比 2020年
突破2万车提前了22天。

截至 2 月 22 日，西安局集
团 2021 年共开行中欧班列
（西安）423 列，运送货物主要
以汽车配件、光伏产品、电子
产品、日用百货、防疫物资为
主。其中开往德国、波兰、立
陶宛等欧洲国家 198 列，同比
增长了 168％，为中欧班列沿
线国家经济发展供应链稳定
提供了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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