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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
徐露颖介绍了对香港当前局势的看法并答记者问。杨光表示，香港局势正出现积极变化但依
然复杂严峻，现在已经到了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关头。

国务院港澳办：
已到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和香港繁荣稳定重要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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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

P07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2019年秋季学
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3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
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
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
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出席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
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
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当今世界
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
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
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胜利实现我们
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
强斗争本领。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
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
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
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
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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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坚定斗争意志，当严峻形势
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出
击，敢战能胜。

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
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

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
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
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
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
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
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
利。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
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
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

“乱云飞渡仍从容”。
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

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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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

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
越复杂。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
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
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
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
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

习近平强调，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
于斗争。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
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
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
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领导干部要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习近平指出，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
争艺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
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
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
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
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要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
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
争中争取共赢。

习近平强调，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
与生俱来的。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
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
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
烈火真金。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
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
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
量。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
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
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领导
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
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
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
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

（下转04版）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
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当天上午，成都人民公园外，30余位来自四
川多地，平均年龄超90岁的抗战老兵，齐刷
刷站在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缅怀牺
牲战友，再庆抗战胜利。其中，曾受国家邀
请参加“9·3”大阅兵，如今已103岁高龄的
川籍抗战老兵郑维邦也坚持让家人送他过
来，赴74年之约。也有寻找战友数十年的
抗战老兵钟华，在病床上发来问候。

这些白发老人的举动，让不少路过市民
停下匆匆脚步，倾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抗战故
事，学习抗战精神，共同铭记那段不能忘却
的烽火岁月。

重聚
讲述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9月3日上午10时许，成都人民公园
外，细雨纷飞。30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从
崇州、新津、邛崃等地陆续赶来，或在家人、
志愿者的搀扶下，或坐于轮椅之上，但目光
均注视着同一个地方——川军抗日阵亡将
士纪念碑。

他们是健在抗战老兵，这里是他们曾经
誓师出川的地方。从1931年抗战打响到
1945年迎来抗战胜利，14年浴血奋战，3500
多万同胞伤亡。

“我们从不同地方来，但目的都是赶走
鬼子。”曾代表四川抗战老兵参加“9·3”阅
兵的刘中柱说，当年为了不当亡国奴，一批
批青年投军，“全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换来
了抗战胜利。我们这些老兵今天到这里，既
是为了缅怀当年牺牲的战友，也是要跟年轻
人讲抗战故事和精神，让他们知道那段历史
不能忘记。”

荣耀
曾受邀观看“9·3”阅兵

当天聚会上，103岁高龄的“老大哥”郑
维邦成了焦点。

“父亲从来没有后悔参加抗战。”郑维
邦的女儿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以前只要有人问，父亲都会一遍遍回忆和
讲述他们所经历的抗战，尤其是战友牺牲
的场景，他每次提起都会流眼泪。“随着年
龄增加，他的表达能力和听力已经大不如

前了。”
1941年左右，郑维邦投身47军104师

312旅63团3营8连，跟随川军部队赴山西一
带抗战。他们曾在村子里跟日伪军打游击，
也曾袭击被日军占领的山西运城机场。战
斗中，郑维邦的右腿、肚子等曾被弹片击中，
有次甚至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痛接受了
一场手术。

2015年9月3日，当时99岁的郑维邦，不
仅获得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还作为
抗战老兵代表，受邀前往北京观礼“9·3”纪
念抗战胜利大阅兵。

欢庆
“抗战胜利时全城敲锣打鼓”

1945年9月2日，在包括中国在内9个
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
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
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之后每年9月3
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
念日。历史上的当天，中国人民热泪盈
眶，举国欢庆。

“抗战胜利当天，我们在从云南前往贵
阳的路上。”老兵左宏松回忆，当时半道上听
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拥抱、欢呼，当地
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这是抗战以
来从没看到过的热闹场景。”

“我们驻扎在重庆，很早就收到消息说
日本要投降。”青年远征军王肇翰说，当时刚
训练完，正准备前往战场，“所有人都走上街
头欢呼胜利了！部队虽然纪律严明，但当天
同意我们去街上和老百姓一起庆祝，那样的
场景，这辈子都忘不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摄影报道

抗战胜利74周年纪念日

30余位老兵重聚 缅怀战友忆峥嵘

9月3月，成都市人民公园外，30余位抗战老兵在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敬礼，悼
念牺牲战友，纪念抗战胜利74周年。

川籍抗战老兵向牺牲战友致敬。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
9月3日下午，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召开，省委书
记、领导小组组长彭清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主题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
部署要求，认真总结第一批主题教育经验做
法，结合实际科学谋划第二批主题教育，确
保整个主题教育上下联动、有机衔接。

省委副书记、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尹
力，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小刚出
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省第一批主题教育开展
情况总结汇报，讨论了第二批主题教育总体

安排、实施意见及相关工作方案，讨论了关
于组建省委第二批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的
建议方案。

会议指出，今年6月全省第一批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省委坚持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线，聚
焦“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
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解决了一些突出矛盾
和问题，建立了一批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主
题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广大干部群众感受
到了新气象新变化。要全面总结第一批主
题教育探索创造的务实举措，在第二批主题

教育工作中运用好深化好，确保整个主题教
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会议指出，要突出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
特点，加强分类指导，注重统筹结合，推动各
项工作扎扎实实开展。要强化政治站位，紧
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引导党员干部原
原本本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坚持问题导向，把查和改贯通
起来，既着力解决党员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思想根子问题，又着力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为民谋利、

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会议强调，要加强对第二批主题教育

的组织领导，推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省
委对全省第二批主题教育负总责。市、县
党委是抓好主题教育的关键层级，既要抓
自身、又要抓基层，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的
作用。各级党委要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精心抓好工作谋划和组织实施。各级
巡回指导组要坚持原则、严督实导，及时
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主题教育不走过
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为主题教育
营造浓厚氛围。

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省直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彭清华在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强调

认真总结第一批主题教育经验做法
结合实际科学谋划第二批主题教育

尹力邓小刚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