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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护送烈士棺椁
登上解放军空军专机。

9 月 2 日上午，中国和韩国在韩
国仁川国际机场共同举行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

新华社记者 王婧嫱 摄

回家

英雄英雄英雄

70 多年前的 9 月 3 日，经过 14 年艰苦卓
绝的斗争，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随之胜利结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
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沉沦了百余年
的中华民族从此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开启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

硝烟已散，精神永存。
如今，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民族复兴不可

逆转。而那凝结于苦难历程中的伟大抗战精
神，早已成为中华儿女的精神底色，薪火相
传、历久弥新。

历经血与火的淬炼，有一种精神璀璨耀眼
2021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101岁的郭瑞祥军装整洁、面容坚毅。他

坐在轮椅上，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授予的
七一勋章。

80 多年前，怀揣着参军打鬼子、不当亡
国奴的坚定信念，年轻的郭瑞祥义无反顾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那一场“捐躯赴
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伟大斗争中。

那是一段壮怀激烈的烽火岁月。四万万

空前觉醒、空前团结的中华儿女像郭瑞祥
一样，奋勇抗争，谱写下一曲曲可歌可泣
的英雄壮歌。

1931年 9月 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
九一八事变。不到 24小时，中共满洲省委第
一个发出抗战宣言，号召奋起抵抗日寇。

此后，白山黑水间的抗日救国烽火迅速
燃遍全国。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中华
儿女用血肉筑起中华民族钢铁长城。

“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
裹身……”四川战士王建堂出川抗战前，收
到父亲赠送的一面白布大旗，旗帜正中写着
一个苍劲有力的“死”字。

哪有父亲不愿孩子平安归来、近前承欢，
只因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得不肩负
使命、勇往直前。

神州大地上，这样的壮烈比比皆是。
“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

不贰的意志是不会动摇。”冰天雪地里，杨靖
宇率部与日伪军战斗周旋，直至战死仍然保
持射击的姿势。

“我是中国人，我儿子当八路是我让他去

的。劝降那是妄想。”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
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被捕后不畏日
军胁迫，绝食殉国。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从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到八路

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国民
党军“八百壮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中华儿女以铮铮铁骨
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
国难，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不朽历史篇章。

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山河的光复，更
是人心的洗礼，精神的重塑。

在这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中，孕育出
伟大抗战精神。这精神是天下兴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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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这首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
穿过历史的云烟，激昂震撼，它从战歌到国
歌，改变的是时代背景，始终不变的，是中华
民族一往无前的精神气质。 （下转第二版）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之际

赓续抗战精神 砥砺复兴力量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信念坚定 对党忠诚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百年大计，关乎
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
祉。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
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必须练好
内功、提升修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注
重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坚持
原则、敢于斗争，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
练、增强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
栋梁之才，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和重托。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高
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念，就是马
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中国
共产党遭遇过艰难险阻，经历过生死考验，付
出过惨烈牺牲，但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
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我们党之所以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不
断取得胜利，根本在于掌握了有力的思想武
器，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正确认识问题，科学分析问题，有效解决问
题。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
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
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就在于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不移其
志，以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以对党和人民的
赤胆忠心，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
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奉
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为党的理想信
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
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党员干部有了坚定
理想信念，才能经得住各种考验，走得稳、走
得远；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
就经不起风吹浪打，关键时刻就会私心杂念
丛生，甚至临阵脱逃。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
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
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
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一名干部有了坚定
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必须深刻认识到，形成坚定理想信念，既不是
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要在斗
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年轻干部要牢
记，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炼，
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干部要成长，就必须
用真理武装头脑，加强党性修养，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把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作为毕生追求，在各自岗位上顽强拼搏，不断
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坚定和对
党忠诚是紧密联系的。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对
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
释。”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
党忠诚。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
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
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
诚。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
检验党员干部是不是对党忠诚，在革命年代就
要看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冲锋陷阵、舍生忘
死，在和平时期也有明确的检验标准。比如，
能不能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不能坚决贯彻执
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把党
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能不能严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
人；能不能坚持党和人民事业高于一切，自觉
执行组织决定，服从组织安排，等等，都是对党
忠诚的直接检验。年轻干部要以此检验自己、
时时对照、躬身践行，永远信党爱党为党，知重
负重、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
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现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
已经吹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年轻干部要
自觉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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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初心
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砥砺政治品格，锤炼过
硬本领，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勇
争先、建功立业。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 姜琳）2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开通全国职称评
审信息查询平台，面向各地人社部门、用人单
位及个人提供跨地区职称信息核验查询服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建立全国统一的职称查询平台，是贯彻落实深
化职称制度改革部署的重要内容，是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具体举
措，对实现职称评审信息共享、加强职称评审
工作信息化建设、提升职称工作管理服务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目前，职称查询平台已收录了各
地和各有关部门上报的职称信息超过 1200万
条，可以核验职称证书，有效挤压虚假职称证
书生存空间，为专业技术人才跨地区流动提供
便利。下一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还将根
据各职称评审机构归集信息情况，动态更新职
称评审信息，分批次扩大查询范围。

用户可通过www.12333.gov.cn网页、手机
12333客户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户网
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微信公众号等多
种渠道登录职称查询平台。

全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平台开通

据新华社微博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消毒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从严从紧落实消毒工作。

通知要求，要从严加强院感防控工作，严
格做好医疗机构和集中隔离场所的消毒。飞
机、铁路、客运、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要进

一步强化和规范日常预防性消毒。超市、商
场、宾馆以及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等人
员密集、流动性大的场所，要规范卫生管理，
充分做好公共区域清洁消毒，加大高频接触
部位消毒频次。对进口货物要严格检疫消
毒，特别是要做好进口冷链食品检测和外包
装预防性消毒，防范风险隐患。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从严从紧落实消毒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强）9月 2日，记者从陕西
省市场监管局获悉，省市场监管局等 20个部
门 9 月将联合开展主题为“深入实施质量提
升行动 大力推进质量强省建设”的全省“质
量月”活动。

活动期间，将开展“卓越质量三秦行”活
动，选择“陕西质量奖”企业代表、优秀班组代
表宣讲质量管理、技术创新、品牌建设、效益
提升等方法理念。推动开展云上“质量开放

日”、质量云课堂等活动，树立质量榜样，弘扬
质量先进，提升质量管控水平。推行精益生
产、清洁生产等高效生产方式，推广一批质量
提升成果经验。推动广大企业加强全面质量
管理，开展首席质量官培训，加强行业间质量
交流互鉴，提升企业质量主体责任意识。深
入基层，组织开展向各行各业优秀一线质量
工作者学习活动，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基层创
造、崇尚工匠精神的良好氛围。

我省多部门联合开展“质量月”活动

9 月 2 日晚，第
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花样游泳项目集体
自由自选比赛在西
安奥体中心游泳跳
水馆角逐，奥运联
合 队 以 总 成 绩
193.2860 分摘得金
牌。四川队、北京
队分别获得第二、
三名。 袁景智 摄

本报讯（龚鑫）9月1日，陕西省第二批绿色
制造单位名单公布。

为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全面推行绿色制
造，助力工业领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省
工信厅组织开展了陕西省第二批绿色制造单
位推荐工作并经多个评价环节，确定了名单。
分别是：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陕
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施耐德（陕西）

宝光电器有限公司等 23家绿色工厂，以及 1家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和4种绿色设计产品。

省工信厅要求，各市（区）工信部门积极研
究出台配套支持政策，营造有利于全面推行
绿色制造的政策环境；列入我省绿色制造名
单的单位每年 4 月底前通过公开渠道展示
绿色制造先进技术和典型做法，同时鼓励单
位按年度发布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报告。

陕西省第二批绿色制造单位名单公布

习近平在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日晚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
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
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
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
重要作用。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
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提高开放水
平，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示范区；扩大合作空间，加大对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
持，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
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
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
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
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
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习近平指出，让我们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坚持用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金钥匙”，破解当前世界经
济、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的问题，共
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 9月 2日至 7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

“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
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

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