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胡晓伟白天 阴 东南风2-3级到南风1-2级 降水概率40% 夜间 阴转雷阵雨 西南风2-3级 降水概率60% 温度 最高23℃ 最低21℃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2-0001 1949年1月17日创刊 第26458号

2021年10月 日星期六 农历辛丑年八月廿六2
今日4版

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10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为
阿联酋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作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是在中东地区举办的首
届世博会，各国围绕“沟通思想，创造未来”这一主题，展现经
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成就，加强对话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人类
社会应该向何处去？中方倡议，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回应
时代呼唤，加强全球治理，以创新引领发展，朝着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中国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把
握创新发展机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努力。祝
迪拜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

2020年阿联酋迪拜世博会当日开园，世博会中国馆同日
开馆。中国馆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
遇”，展示中国在航天探索、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人工智能、智
慧生活等领域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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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欢迎大家光临中国馆！

阿联酋迪拜世博会是在中东地区举办的首届世博会，

各国围绕“沟通思想，创造未来”这一主题，展现经济社会发

展理念和成就，加强对话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人类社会应

该向何处去？中方倡议，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回应时代

呼唤，加强全球治理，以创新引领发展，朝着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

中国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为

主题，展示中国在航天探索、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人工智

能、智慧生活等领域的成果。中国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合

作，把握创新发展机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

努力。

祝迪拜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本报讯（记者 刘平）9月29日，市政
协举办春秋讲堂报告会，全国政协委员、
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应邀作《网络安
全面临的新挑战与应对策略》专题辅导
报告。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市政协副主席
高玉葆、尚斌义、赵仲华、张金英和秘书长
高学忠出席。市政协副主席李绍洪
主持。

报告中，周鸿祎从数字化带来的安
全变化、网络战带来的安全挑战、传统
网络安全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
统全面的讲授，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引
人入胜。

大家表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关
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
统筹发展和安全，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要求，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在市委领导下，心怀“国之大者”，充分
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
建设网络强国、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
创新、构建大数据安全体系等重要问
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广泛
凝聚共识，为实现天津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报告会采取视频会议方式举行。部

分住津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市政
协机关干部，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
联机关干部，各区政协部分委员和机关
干部近千人在各自会场参加。

■ 本报记者 曲晴 刘国栋

昨日，是共和国的生日。我市城区的主干道、
社区、商业街区悬挂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各大公
园花团锦簇，披上节日盛装的津城被装点得色彩
斑斓，街头巷尾洋溢的“中国红”更把整个津城烘
托得欢乐祥和、喜庆热烈。

“中国红”扮靓津城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我市充分利用国
旗、宣传道旗等红色元素，以最美“中国红”扮靓城
市大街小巷。在友谊路、友谊北路、友谊南路、宾
水道等60多条主干道上，升挂国旗和道旗1.6万
余面。过往市民纷纷表示，“看到国旗，心中的自
豪和喜悦就油然而生。”
“宝贝，往左边移移，右手比划个‘V’……”

在友谊路与乐园道交口，周女士正在给儿子拍
照，与孩子同框竞秀的是以“继往开来”为主题的
大型景观，“金秋十月 举国同庆”八个大字辅以

地面上的世纪红、粉牵牛等新花卉品种，一片红火。
为迎接国庆节的到来，我市对多处建党百年主

题景观进行了改造提升。在友谊北路与马场道交
口，布置了贺卡造型的主题景观，配以“盛世华诞 普
天同庆”的文字，为祖国送上生日祝福。在围堤道
上，则布置了以团结奋斗为主题的景观，彩虹、浪花、
飞鸟等元素，表现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众志成
城”，携手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心。
据悉，今年我市的立体花坛将绿色低碳的设计

理念融入其中，打造“花中有景，自然和谐”的全新环
保景观。“我们将平时生活中废弃可回收的旧轮胎、
草帽等材料融入花坛布置中，在打造不同造型的景
物的同时，传递了绿色低碳理念。”天津园林花圃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精彩活动丰富假期

假期首日，秋高气爽,各大公园游人如织。在确
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我市多个公园举办鲜花展、文
化展、体验游等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下转第2版）

■ 人民日报记者 汪晓东 张炜 吴姗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
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广大青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
学习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不断坚定‘四个自
信’，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
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今年4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
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
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中国共产党是爱
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100年来，我们党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是爱
国主义的伟大实践，写下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
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固本培元、凝心铸魂，作出一系列
重要部署，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取得显著成效。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论述，站位高远，内
涵丰富，思想深邃，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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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
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
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
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
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
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
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
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
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
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
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
迈向未来。” （下转第3版）

凝聚起中华儿女
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要论述综述

在迪拜世博会中国馆的致辞
（2021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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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国情怀激荡奋进之路
金之平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昨天，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10余万名全国各地

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见证庄严、隆重的升国旗时刻。“五

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

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激荡心灵的升国旗

仪式，让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

是如此紧密相连，10余万名群众激情洋溢高声合唱

《歌唱祖国》，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2岁华诞。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2周

年，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回望中国共产党可歌可

泣的百年奋斗路，回望新中国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爱国的情愫在心中升腾。

爱国，是矢志不渝的情怀，也是始终如一的坚

守；是火热的心，也是滚烫的汗。爱国，是人世间

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它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

它不是华丽的，是深沉的；它不是空洞的口号，是

实实在在的行动。国庆节前夕发布的第一批纳入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

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而爱国情怀，是这些精神的

一个共有特质。革命年代，红军战士历经千难万险，

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

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长征精神；建设时期，高唱

“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建设者，战天斗地、拼搏奉献，

谱写了一曲曲建设社会主义的激越赞歌；新时代，科

研工作者坚定为国争光的志气，自立自强、创新超

越，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胜利，标注了载人航天

工程的新高度……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爱国主

义始终是中国人心中鲜明的底色，始终是我们风雨

无阻向前进的动力源泉。 （下转第2版）

假期首日消费火爆

■ 本报记者 马晓冬

“极限摆杆”姿态优雅、蹦床活力十足、爬杆惊险刺
激……昨天上午，一个个精彩的杂技节目在滨海新区SM
广场上演，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也为这里的热闹假期拉开
序幕。购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国庆期间，SM广场还联合支付宝推出了消费满100元减30
元等购物补贴活动。

据统计，我市重点监测的31家商业综合体昨日实现销
售6960万元，同比增长11.8%，较2019年增长8.9%。4家奥
特莱斯实现销售1396万元，与去年和2019年持平。17家
专卖店销售同比增长1.1倍，较2019年增90%。刚刚开业
的南开区仁恒伊势丹、中新天津生态城季景天地两座购物
中心累计新增商户200多家，其中包含多个全国和天津地
区的首店，在国庆期间均迎来客流高峰。爱琴海、万象城、
海信等商场的销售额也有显著增长。

（下转第2版）

满城“中国红”共祝祖国好

日前，南开区“童心向党·党的故事我来讲”——“童绘祖国好江山”大型手绘拼画活动在华夏小学

操场举行。500余名师生参与其中，分组绘制了96块画板，共同拼成了总面积138.24平方米的巨幅画

作，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美好祝福。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 魏巍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昨天上午，“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主题升旗仪
式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前广场举行，全市少年儿童共同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8时30分，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天津财经大学国旗护卫队现场升起五
星红旗。72名少先队员再现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共青
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献词《请党放心，强国有我》。随后，全场少先队
员高呼：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祖国万岁，青春万岁！大家齐唱《歌唱祖
国》，用嘹亮的歌声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又讯（记者 韩雯）日前，在新中国72周年华诞来临之际，全市各级团
组织开展“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主题团日活动，广大青年用自己的方式为
祖国母亲送上祝福。 （下转第2版）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我市开展多项青少年主题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