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9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
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
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
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
胞拜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
出席团拜会，李克强主持。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光璀璨、暖
意融融，各界人士2000多人欢聚一堂、
共迎新春，欢声笑语间洋溢着节日的
喜庆气氛。

上午10时，欢快的乐曲声响起，习
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大厅，全
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春华秋
实，岁物丰成。过去的一年，我们在
前进路上奋力奔跑，跨过许多沟沟坎
坎，越过不少激流险滩，很辛苦、也
很充实，有付出、更有收获。我国经
济稳中有进，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三大攻坚战有力推进，脱贫攻坚成效
显著，国防和军队改革继续深化，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谱写新篇，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
定，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持续增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实现了良好开局。我们的党、我们
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在奋斗中收获了

更多自信和勇气，更加坚定、更加昂
扬地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广阔道路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
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
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
业。

习近平指出，春节是辞旧迎新的
美好时刻，总会给人们带来新的憧
憬。今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新的征程上，会有新的发展机
遇，也会有新的风险挑战。我们要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进高
质量发展，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统
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
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习近平强调，“共欢新故岁，迎
送一宵中。”忙碌了一年，一家人一
起吃年夜饭，一起守岁，享受的是天
伦之乐、生活之美。在家尽孝、为国
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
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
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
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国已经进入
老龄化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
和谐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

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
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
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习近平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同
心同德，开拓进取，用辛勤劳动创造中
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创造中华民族的
美好未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团拜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同大家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祝福
新春。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老同
志出席团拜会。

参加团拜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
各部门及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
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人士代表，离退休老同志代表，著
名专家学者及首都各界人士代表。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即将迎来农历己亥年。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叙友情、话国是，

辞旧岁、迎新春，感到格外高兴。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全国各族

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
年！祝大家新春愉快！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过去的一年，我们在前进路上奋力奔跑，跨过许多沟
沟坎坎，越过不少激流险滩，很辛苦、也很充实，有付出、更有收获。我国经济稳
中有进，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三大攻坚战有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
新成果丰硕，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民生事业加快发展，国防和军队改革继续深
化，香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谱写新篇，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了良好开局。特别是我们隆重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
年，发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动员令，凝聚起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强大
力量。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在奋斗中收获了更多自信和勇气，更
加坚定、更加昂扬地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广阔道路上！

我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说，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
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业。

同志们、朋友们！
春节是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总会给人们带来新的憧憬。今年，我们将迎

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的征程上，会有新的发展机遇，也会有新的风险挑战。
我们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
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
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同志们、朋友们！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忙碌了一年，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

岁，享受的是天伦之乐、生活之美。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
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
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

古人讲，“夫孝，德之本也”。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年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大
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同志们、朋友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猪是六畜之首，猪年意味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

兴旺。天道酬勤。勤劳勇敢的中国老百姓，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我们伟大的
祖国，前程一定会越来越远大！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开拓进
取，用辛勤劳动创造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继续同
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
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业

□新华社发
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9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表讲话。

在2019年春节
团拜会上的讲话

（2019年2月3日）

习近平

分享奋斗的硕果 不忘心中的人民
——— 2019年春节团拜会侧记

□记者 袁涛 王川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近日来到济

南东站、济南国际机场，看望慰问坚持生产值班的一线干部职工。副省长王
书坚参加活动。

龚正来到去年底刚投入使用的济南东站，实地察看服务台、母婴候车
室、重点旅客候车室、售票处等运行情况，询问客流变化，看望慰问服务值
班和安检执勤人员。在济南国际机场，龚正来到海关现场检查区、值机柜
台、行李检查柜台、总服务台，详细了解机场春运客流、安全检查、航班安
排等情况，体验自助值机服务、智能机器人服务，看望慰问坚持生产值班的
机场干部职工、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叮嘱他们注意劳逸结合、切实保重身
体。龚正说，越是到放假的时候，机场、车站、港口等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
越是辛苦。同志们舍小家、顾大家，任劳任怨保障了旅客平安出行，对你们
的工作表示感谢，祝福大家新春愉快、阖家幸福。

调研中，龚正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科学安排、合理调度节日期间交通运输组织保障工作，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
水平，确保每名旅客平平安安出行。要把安全放在春运工作的首要位置，层
层落实安全责任，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坚决杜绝各类
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安排运力，做好生产资料、生活必需品等货物运输，
确保节日市场充足供应，让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龚正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

菏泽四级学习组织架构
率先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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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亚楠
本报通讯员 李才林 刘佳

春节在即，越冬的小麦苗不声不
响，默默积蓄着生长的力量。

腊月年味浓，麦田里已没有什么
要忙的，可临邑县德平镇富民小麦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魏德东，还是
习惯到地里走一走，看一看。

“你瞧，苗情不错！”今年，地
里添了个新品种，魏德东对它寄予厚
望。

魏德东扳着手指给记者算账，憧
憬着新一年收成：优质优价，一样的
功夫，一亩小麦能多挣一两百元，这
个增收幅度对于种粮很是可观。

与此同时，远在济南，几乎同样
的场景也在上演。

只要不出差，曹新有总要抽空到
省农科院东边的试验基地里，走走看
看，观察小麦苗情。

曹新有，是这个新品种的主要育
成人，他是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副研
究员、农业部黄淮北部小麦生物学与
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3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视察山东省农科院时强调，要给农
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按照这一重要指示，山东省农科
院将粮食尤其是北方主粮小麦的持续
创新攻关作为重中之重，先后培育出
一系列高产优质新品种：济麦22连续
9年成为全国第一大小麦品种，累计
推广2 . 7亿亩；济麦23、济麦229、济
麦262“三兄弟”陆续通过审定推广
种植。受益于济麦家族等良种支撑，
2018年，山东粮食总产超过1000亿
斤，连续9年稳定在900亿斤以上。

任何成绩都非终点，而是起点。
“创新未敢稍停歇”，省农科院院长
万书波说，乡村振兴、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号角响起，从牢牢把中国人

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到吃好吃精，
满足人们更好的饮食营养和口味需
求，带动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近
年来，省农科院小麦育种团队一直将
优质强筋育种作为主攻方向，终于取
得新突破。

这个新品种就是“济麦44”，是
山东省农科院育成的绿色强筋小麦新
品种，在通过山东省审定后，短短几
个月后就以过千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山
东鲁研农业良种有限公司，刷新了全
国小麦新品种转让金额的纪录。2018
年秋播是它首次大面积种植，总共播
了10万亩，魏德东这就种了7500多
亩。

新品种咋敢一下种这么多？“它
不一样。”魏德东告诉记者，前头3
年他都参与了试种，几年下来，对这
个品种的田间表现他有信心：抗病、
抗冻、抗倒伏性都很好。更重要的
是， （下转第二版）

从“吃饱”跨越到“吃好”，省农科院育成突破性品种济麦44，转让金额刷新全国纪录

一粒小麦种子的创新传奇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

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

松。———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

11月视察山东省农科院时说

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把粮

食生产抓紧抓好，把农业结

构调活调优，把农民增收夯

实夯牢，把脱贫攻坚战打好

打赢，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

样板”。——— 习近平总书记

2018年6月在山东考察时说

我们在前进路上奋力奔跑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让所有老年人

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

的人民在奋斗中收获了更多自信

和勇气，更加坚定、更加昂扬地走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广阔道路上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忙碌了一年，一家人一起吃年夜

饭，一起守岁，享受的是天伦之乐、

生活之美。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

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

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

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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