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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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
不等人！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
奋进者！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
历史并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不畏风浪、直面挑
战，以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继续向
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
进发，继续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美好前景进发，继续在人类的
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
历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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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鲜花吐艳、悬
灯结彩，各界人士2000多人欢聚一
堂、辞旧迎新，欢声笑语间洋溢着喜
庆的节日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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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天道酬
勤，力耕不欺。过去的一年，我们栉
风沐雨、朝乾夕惕，坚定不移沿着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阔步前
进。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三
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科技创新捷
报频传，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民生事
业加快发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扎实推
进，全方位外交成果丰硕，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我们召
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发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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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全面
部署。我们隆重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
周年，坚决维护香港、澳门繁荣稳

定。特别是我们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举行气势恢宏、气
氛热烈的庆祝活动和盛大阅兵，14亿
护旗手唱响了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
代的昂扬旋律，极大振奋了民族精
神，激发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我
们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督促9000多万名共产
党员时刻牢记始终以百姓心为心，始
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习近平指出，奋斗创造历史，实
干成就未来。新的一年，我们要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

千百年来“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憧
憬将变为现实。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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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精神，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得到人民认可、
经得起历史检验。

习近平强调，我在今年的新年贺
词中说，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这首
先要从中华民族大历史的角度来理
解。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历
史，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为人类文
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
是，近代以后，中华民族被各种内忧
外患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因此中国人
民始终有着超乎寻常的紧迫感、时代
感。回顾历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华
民族用110年的时间实现了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用70年的时间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 （下转第二版）

同志们，朋友们：
在农历庚子鼠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辞旧迎新、

同贺新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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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鼠年大吉、万事如意！

天道酬勤，力耕不欺。过去的一年，我们栉风沐雨、朝乾夕惕，坚定不
移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阔步前进。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科技创新捷报频传，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民生事
业加快发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扎实推进，全方位外交成果丰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我们召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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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全面部署。
我们隆重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坚决维护香港、澳门繁荣稳定。

特别是我们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举行气势恢宏、气氛
热烈的庆祝活动和盛大阅兵，14亿护旗手唱响了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
昂扬旋律，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我们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定不移把党的自
我革命推向深入，督促9000多万名共产党员时刻牢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要始终以百姓心为心，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

同志们、朋友们！
在中华文化里，鼠乃十二生肖之首，进入鼠年就代表着开始新一轮生肖

纪年，也寓意着新的开端。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新的一年，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民亦劳
止，汔可小康”的憧憬将变为现实。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具有里程碑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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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精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任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工作，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
官，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同志们、朋友们！
我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说，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这首先要从中华民族大

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

实现中国梦，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新华社发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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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
团拜会上的讲话

（2020年1月23日）

习近平

奋力书写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篇章

2020年山东省迎春茶话会举行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 今天下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
书记龚正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省两会精神，围绕践行初
心使命、狠抓攻坚落实，进行学习研
讨，研究具体落实措施。

会议强调，要始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养行动自觉，
践行党的宗旨，做到初心如磐、使命

在肩。要始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迎难而上、狠抓落实，掌握用好科学
的方法论，更好地解决“两难、三
难、多难”问题、完成“既要、又
要、还要”任务。要始终奋勇争先、
实干担当，在政府工作中站在一线、
冲锋在前，带头严格执行制度，坚决
维护制度权威，发挥好“头雁效
应”。要始终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坚
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

龚正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 今天下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主持召开
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政府工作报
告》任务分解落实、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府落实“重点
工作攻坚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
解责任分工方案，明确了130项具体任
务措施，逐一确定了责任人、责任单
位。会议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是我们
向全省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必须全
力抓贯彻、抓执行、抓推进、抓见效，不
折不扣把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好。要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把经济增长
与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社会稳定、民
生改善一体部署、一体落实，做到靶心
不偏、焦点不散、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奋力趟出高质量发展路子来。要创造
性地推进任务落实，以改革的办法、创
新的思维破解难题、开展工作，统筹抓

好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方法手段
创新，确保“重点工作攻坚年”取得实
效，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会议听取了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汇
报，强调要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以最万全的
准备、最严密的措施、最强烈的担当、
最有力的落实，打赢打好疫情防控攻
坚战。要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密切监测
重点场所、重点交通工具、重点人群，
抓好防疫药品物资供应。要落实好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
救治等措施，着力增强医务人员的专
业水平和防护能力，千方百计救治患
者。要强化联防联控，提高全社会的防
治意识和能力，严格落实“零报告、日
报告”制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全力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龚正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刘家义走访慰问

节日期间坚守一线职工

向全省人民致以
新春祝福和美好祝愿

龚正走访慰问坚持
节日生产的一线工作人员

开通了高铁，新建了学校，搬进了新家

我们老区滩区，日子更有奔头了
 要闻·2版

新春走基层·和总书记说说心里话

□记者 张国栋 李子路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 新元复

始，万象更新。今天上午，2020年山
东省迎春茶话会在南郊宾馆蓝色大厅
举行，省党政军领导和各界人士代表
欢聚一堂，喜迎新春，畅叙友情，共
话发展。省委书记刘家义出席茶话会
并致辞，代表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大
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人
民、向关心支持山东发展的各界人
士，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主持，省
政协主席付志方，省委副书记杨东
奇，正省级老同志赵志浩、姜异康、

陆懋曾、李春亭、韩寓群、陈光林出
席。

刘家义说，刚刚过去的2019年，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总
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一起努力、一起奋斗，推动山东发
展行稳致远、破浪前行。山东正在
出现一系列趋势性和关键性的变
化，各方面更加关注山东、看好山
东。面对来之不易的成绩，我们更
加深刻地感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前行的领
航灯塔，必须持之以恒用以武装头

脑、推动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事业
发展的根本所在，必须始终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人民群众是我们
党的力量源泉，山东的发展凝聚着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社会各界
同志们朋友们的关心支持、辛勤付
出，必须凝心聚力、携手奋进。

刘家义说，2020年是具有重要里
程碑意义的一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2020年也是我省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
效之年和省委确定的“重点工作攻坚
年”。我们要拿出决战决胜的姿态，

锚定正确方向勇攻坚，聚焦突出问题
勇攻坚，用好改革办法勇攻坚，激发
奋进状态勇攻坚，确保圆满完成各项
目标任务。新的一年，我们将更加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锐意进取，
克难攻坚，奋力书写新时代现代化强
省建设的新篇章。

在济副省（军）级领导同志和老
同志，各界人士代表，驻济省直部门
（单位）、省管企业、中央驻鲁单位
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同志等450余人
参加茶话会。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走访慰问坚持节

日生产的一线工作人员，督促检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龚正首先来到省千佛山医院，在内科综合楼门诊大厅仔细察看病人登记、

预检分诊、后勤保障等情况，督促检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医护人员，对大家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要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全力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采取
一切有利于疫情防控的应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他还叮嘱医护
人员做好万全准备，加强自我防护，确保安全。

当前正值春运高峰。在济南长途汽车总站，龚正来到安检处、售票窗
口、旅客服务台、班车报班处，看望慰问车站工作人员， （下转第二版）

□记者 李子路 张国栋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 在庚子鼠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刘家义

在济南走访调研，察看节日期间生产生活保障情况，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
线干部职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
致以新春祝福，强调要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全省人民过
一个安宁祥和的春节。

刘家义来到华联超市舜耕路店，仔细询问蔬菜水果、米面粮油、水产生
鲜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在政府储备肉销售点详细了解猪肉
保供稳价情况，与前来置办年货的群众交流问好，叮嘱有关部门要切实保障
节日期间市场供应，确保价格稳定和商品质量，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用得舒
心、过得安心。在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家义深入了解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工作情况，向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说，节日期间
疫情防控任务艰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强化重点场所防控，
加强监测、筛查、预防、治疗和防疫知识宣传教育，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刘家义来到山东广播电视台，察看县级融媒体中
心服务平台、融媒体指挥调度平台、街景演播室，听取《问政山东》栏目情
况汇报，对大家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勉励栏目组当好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
梁，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推动解决企业群众最忧最急最盼的问题。刘家义
视频连线正在黄河滩区采访的记者，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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