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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 4 月 23 日电 （记者
李学勇 李宣良 梅世雄） 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70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 日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人民海
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琴岛春意浓，黄海春潮涌。青岛
奥帆中心码头，担负检阅任务的西宁
舰按照海军最高礼仪悬挂代满旗，五
星红旗、八一军旗迎风飘扬。来自 61
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团长齐聚检阅
舰，共同等待喜庆时刻的到来。

12时40分许，习近平来到青岛奥
帆中心码头。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习近

平检阅海军仪仗队，随后登上检阅舰。
13 时许，检阅舰鸣笛启航，驶向

阅兵海域。
此刻，人民海军32艘战舰威武列

阵，战机振翅欲飞，远涉重洋前来参加庆
典活动的13国海军18艘舰艇整齐编队。

14时30分许，检阅舰到达预定海
域。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报告受阅部队准
备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的命令。
激昂的《分列式进行曲》在大海上响起。

受阅舰艇分成潜艇群、驱逐舰群、
护卫舰群、登陆舰群、辅助舰群、航母
群破浪驶来。受阅飞机呼啸临空。

大海滔滔，铁流滚滚。自1949年

4 月 23 日从江苏泰州白马庙启航，人
民海军在党的指引下，一路劈波斩浪，
逐步发展成为一支能够有效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海上武装力量。

受阅舰艇通过检阅舰时，一声长
哨，官兵整齐站坡，向习主席致敬。“同志
们好！”“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为
人民服务！”军乐作伴，涛声作和，习近平
的亲切问候同官兵的铿锵回答相互激
荡，统帅和官兵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新时代，新航程。习近平对人民
海军建设高度重视，先后多次视察海
军部队，发出“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海军”的号召。人民海军

正以崭新姿态阔步向前、逐梦海天。
15 时许，检阅舰调整航向，向参

加庆典活动的来访舰艇编队驶去。
国际舰队检阅，是海军这一国际

性军种特有的海上礼仪活动，是世界
各国海军友好交流的一种独特方式。

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日本、菲
律宾、孟加拉国、文莱、韩国、新加坡、澳
大利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舰艇悬挂
代满旗，按照作战舰艇、辅助舰船的顺
序，以吨位大小排列，依次通过检阅舰。

习近平向各国官兵挥手致意。各
国海军代表团团长在检阅舰后甲板就
座观礼。

15 时 30 分许，在《友谊地久天
长》的乐曲声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周年海上阅兵圆满结束。

许其亮、丁薛祥、魏凤和、王毅等
参加活动。

新华社青岛 4 月 23 日电 （记者
李学勇 李宣良 梅世雄）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上午在青岛
集体会见了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
代表团团长，代表中国政府和军队向出
席活动的各国海军官兵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说，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
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

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
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
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
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
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
需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下转5版

习近平出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

今年是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
70周年。70年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
横渡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长江
天堑，胜利解放南京。渡江战役胜利和
南京解放，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标志着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的光明前景。今天，我们庆祝渡江
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70周年，就是要铭
记历史，感怀先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沿着革命先辈开辟的解放之路、富强之
路、复兴之路奋勇前行，走好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人间正道”。 ▶下转6版

坚决打赢新时代的“渡江战役”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4 月 23
日上午，庆祝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
放 70 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南京举行。
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升国旗仪式上发表
讲话，强调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沿着革命先辈开辟的解
放之路、富强之路、复兴之路奋勇前
行，坚决打赢“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
全面小康”这场新时代的“渡江战役”，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省长吴政隆、省政协主席黄莉新
出席升国旗仪式。

渡江胜利纪念广场气势恢宏、庄
严肃穆。秦淮河口，扬子江畔，拔地而

起的大型群雕“千帆竞渡”，用特有的
艺术形式展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
风与豪迈，让人们不由得回忆起那段
风雨如磐的峥嵘岁月。约 1000 名各
界代表一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广
场上整齐列队、静静肃立。

上午 8 时 45 分，升国旗仪式正式
开始。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
伐走向升旗台，2 名护旗手、1 名擎旗
手神情庄重地护送国旗至旗台下。乐
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各界代表齐
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冉冉
升起的五星红旗肃立致敬。随后，青
年学生代表献词《渡江战歌》。

▶下转6版

庆祝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七十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宁举行

娄勤俭讲话

吴政隆黄莉新出席

本报讯 （记者 黄 伟） 4月23
日，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结
束后，省政府接着召开会议，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
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根
据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部署和省委
要求，研究安排全省政府系统党风

廉政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
出席会议并讲话。

吴政隆指出，过去一年，全省政府
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部
署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进展，为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存在的突出问题，从
讲政治的高度进行审视。各级政府要提
高政治站位，履行政治职责，把加强政治

建设放在首位，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坚持不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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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自觉同党的政治路线、新思想新理念以
及党的大政方针对标对表，统筹推进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
定，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效检验“四个
意识”、践行“两个维护”。 ▶下转5版

吴政隆就贯彻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强调

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以优良政风推动干事创业促进工作落实

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4月22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分析一季
度经济形势，研究下一阶段经济工
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
作重要指示和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
议精神，听取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
问题、落实“基层减负年”工作措施文
件调研起草情况汇报和关于省级机
关2018年度作风建设评议情况汇报
等。省委书记娄勤俭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
峻的国内外形势，全省上下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开局良好，好于预
期，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做好下一阶段
经济工作，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4 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会
议部署和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安排，切
实践行新发展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走
在前列的定位，坚持稳中求进，突出主
线、守住底线、把握好度。认真做好“六
稳”工作，进一步通过改革开放和结构
调整的新进展巩固经济社会稳定大
局。围绕细化“巩固、增强、提升、畅通”
八字方针落实举措，注重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 ▶下转5版

坚持稳中求进 做到调稳平衡
把高质量发展之路走得更稳健更坚实

省委常委会分析一季度经济形势，研究
下一阶段经济工作 娄勤俭主持会议

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升国旗仪式上发表讲话

。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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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 70 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
青岛举行的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
年海上阅兵活动。左图为习近平检阅
舰艇编队。右图为习近平检阅海军仪
仗队。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一带
一路”新闻合作联盟首届理事会议 4
月 23 日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
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源
于中国，机遇和成果属于世界。参与
各方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努力把“一

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
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
明之路。

习近平强调，我们高兴地看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在共建
“一带一路”伙伴网络过程中，媒体
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一带一
路”新闻合作联盟为各国媒体提供了

便利的交流合作平台。希望各理事
单位发扬丝路精神，加强沟通合作，
在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多做工
作，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为共建

“一带一路”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让
共建“一带一路”更好更多惠及沿线
国家民众。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新闻合作
联 盟 首 届 理 事 会 议 致 贺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