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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月1818日上午日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九一八””历史历史
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杨青杨青 摄摄

9月18日，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划破沈阳上
空。这是一种警示，警示我们永远铭记历史！

91 年前，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中国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之中。
91 年过去，回想起来仍痛彻心扉：一夜之间
沈阳失陷，几个月东北几近丧失。日本军国
主义则更加贪婪，肆无忌惮地将侵略魔爪从
东北伸向了全中国。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弱国弱
民，一盘散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危如累
卵的中国，呼唤一支能够聚沙成塔、握指成拳
的先进力量，以力挽狂澜之势凝聚起全民族
的磅礴伟力，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就

发出了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吹响了挽救民
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是中国共产党，冲破国
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义无反顾战斗在最前
线，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大批优秀共产
党员在东北领导武装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毅
然决然地扛起了抗日救国的重任。

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
躯筑长城，以 3500 多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
价，赢得了1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从而
开启了民族复兴浴火重生的历史征程。

铭记历史，警示未来。我们要牢记“落后
就要挨打”的道理，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向着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谱写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历史反复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
在；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不懈奋斗，中国号巨轮就一定能劈波斩浪，
驶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勿忘九一八，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力
量——在抗日战争壮阔进程中孕育出的伟大
抗战精神，永远是强大精神动力。我们要勇
于斗争、敢于胜利，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
难险阻。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
荡。回望来路，伟大的中华民族，历经苦难，
铸就辉煌；展望未来，新时代的中国，朝气蓬
勃，踔厉奋发！ （徐扬）

历史不可忘 奋斗创未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铭记历史 勿忘九一八”主题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 罗鑫）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8日举行“铭记历
史 勿忘九一八”主题活动，旨在回望历史、
追思先烈，警示人们勿忘国耻、以史为鉴、
珍爱和平。

活动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拉开序
幕，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为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

在致辞中说，91年前的今天，日本悍然发动
九一八事变，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
无数爱国人士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
不畏强暴、浴血奋战，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
的感人事迹。

现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
员、志愿者等进行了抗战主题朗诵，演唱了
抗战歌曲。参与朗诵活动的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李洋说：“我们今天以
各种方式回望这段历史，就是为了提醒人们
勿忘国耻、以史为鉴，激励人们为了更加美
好的生活不懈努力、接续奋斗。”

据新华社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中央
企业合规管理办法》，推动中央企业加强合规管
理，切实防控风险，有力保障深化改革与高质量
发展。办法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

为进一步健全合规管理组织体系，办法在
充分借鉴世界一流企业先进经验基础上，明确
提出中央企业应当结合实际设立首席合规官，
不新增领导岗位和职数，由总法律顾问兼任，对
企业主要负责人负责，领导合规管理部门组织
开展相关工作，指导所属单位加强合规管理。

办法提出，中央企业应当将合规审查作为
必经程序嵌入经营管理流程，重大决策事项的

合规审查意见应当由首席合规官签字，对决策
事项的合规性提出明确意见。业务及职能部
门、合规管理部门依据职责权限完善审查标准、
流程、重点等，定期对审查情况开展后评估。

根据办法，中央企业应当建立违规问题整
改机制，通过健全规章制度、优化业务流程等，
堵塞管理漏洞，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

在监督问责方面，办法明确，中央企业应当
对在履职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当发现
而未发现违规问题，或者发现违规问题存在失
职渎职行为，给企业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
单位和人员开展责任追究。

国资委新规推动央企加强合规管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
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统筹推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
一步发挥，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
能力显著增强。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2021年 12月 3日，山西农业大学太谷校区
的大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诵读《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条文，共同参与国家宪法日“宪法晨
读”活动。每年的全国“宪法宣传周”，全国各
地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宪法宣传活动推
动学习宪法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时光回溯，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习近
平总书记出席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

行 3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
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
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

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党中央以前
所未有的决心、举措和力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2014年 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大
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第一次镌刻在党的中
央全会的历史坐标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第一
次系统、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程上
树起一座新的里程碑。

2020年11月，党的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
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对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治
国理政实践中应运而生，并在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创新发展，日益成熟完备，
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现美好法治愿景提
供根本遵循，注入不竭动力。

“通过！”
2020年5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经久

不息的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诞生。
（下转第三版）

推动“中国之治”进入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述评

本报讯（记者 刘强）9月 16日，西安市巡游
车网约车驾驶员集中入会仪式暨服务关爱活
动举行。活动中与会领导为驾驶员代表发放
会员证、慰问品。

据了解，西安市总工会于 2021 年创新成
立西安市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西安市

邮政快递业工会联合会，吸引广大货车驾驶
员、快递员加入工会。今年 6月成立了西安市
巡游车网约车行业工会联合会，最大限度吸
引广大驾驶员入会。2022 年，全市有 6.48 万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其中巡游
车网约车行业 9375人。

西安举行巡游车网约车驾驶员集中入会仪式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3 年至 202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 6.6%，
高于同期世界 2.6%和发展中经济体 3.7%的平
均增长水平。

根据报告，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1年我国
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 18.5%，比 2012
年提高 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2021
年，我国人均GDP达 80976元，扣除价格因素，
比2012年增长69.7%，年均增长6.1%。

创新发展动能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
进展。我国研发经费总量在 2013年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报告显示，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
由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1年的第12位。

协调发展步伐稳健，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达 31.4万亿元，比 2012

年实际增长74.3%。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5.4%，比 2012年提高 10个
百分点，是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绿色发展态势向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
快形成。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7.5%，比 2015年提高
6.3个百分点。2013年至2021年，全国累计造林
总面积约5944万公顷。

开放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全面开放新格局
加快形成。2020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
达5.3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
贸易国。2021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6.9万
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共享发展持续加强，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现行贫困标准下，2013 年至
2020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9899 万
人，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1.3个百分点。2013年
至2021年，全国就业人员稳定在7.4亿人以上。

近十年我国GDP年均增长6.6%

翻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
专题引人注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
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
坚克难、团结奋斗，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
障。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
新情况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具有
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统筹好发展
和安全两件大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
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夺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一）

7月中旬，2022年中国经济半年“成绩单”公
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2.5%，二季
度经济顶住下行压力实现正增长。与此同时，
中国是世界主要大国中，新冠肺炎发病率最低、
死亡人数最少的国家。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

今年以来，疫情延宕反复，国际环境复杂
严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趋艰巨繁重。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
勠力同心，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经过不懈努
力，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新成绩，在高质量发展中赢得历史主动。来
之不易的扎实成绩，充分证明党中央“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一重大决策
部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写
下了生动的实践注解。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
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
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
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
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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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发展和安全，着眼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风云变幻的发
展环境中更好地把握历史机遇、应对风险挑战，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确保民族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朝着我
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登高方识远，天地纳于心。党的十八大以
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习近
平总书记洞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科学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新特点新趋
势，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将国家安
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
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从全局和战略高
度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
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
思想，“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
此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就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提出“十个坚持”的要求，其中一点
就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审议通过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从 13个方面
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维
护国家安全。10年来，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
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

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
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
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
学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
续性明显增强，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
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从 50万亿元量
级跃至 11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 11.3%上
升到超过 18%；人均GDP从 6300美元升至超过
1.2万美元，形成超过 4亿人世界最大规模中等
收入群体；近 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经济实力、科
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
从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到部署“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再到要求“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发
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让发展和安全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 10年的伟大变
革启示我们，既办好保证国家安全这个“头等

大事”，又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才能筑牢
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
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二）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全球
经济复苏脆弱乏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全球发展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人类面临
着许多共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全球
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其核心要义在于坚
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
安全，以可持续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为推动世
界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安全治理难题贡献了
中国方案，是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长远之策。

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
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
巨繁重，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
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
少，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
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
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
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
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
有。我们必须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把国家安全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
之上。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是摆在中国共产党
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下转第二版）

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钟华论

领 航 中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