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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48-2

注：原定11月29日08∶00—17∶00停
电：10kV高德线浦河西街配变停电撤销；

原定 11 月 30 日 08∶00—17∶00 停
电：10kV高德线浦河西庙配变停电撤销；请
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11月30日07∶30—13∶30停电：10kV电
视线陈渡苑V12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城市
照明管理处、陈渡村民委员会等永红等相关地
段）；

07∶30—17∶00停电：10kV卜泰线14号
杆前段（停电范围：铭慧投资发展等邹区等相
关地段）；

10kV鑫海线全线（停电范围：邹区水务
工程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邹新线东方
路7号环网柜：邹新线出线112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广达电子、铭源消费品市场、华联医疗
器械集团股份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9∶00—17∶00停电：10kV尚德线17号
杆后段（停电范围：朗华电子、诚友弹簧、元宏

齿轮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12月01日08∶00—19∶00停电：110kV

港迪线；
07∶00—19∶00停电：35kV化工线；
08∶00—15∶00停电：10kV湿地二线中

吴大道119号环网柜：中吴大道118号柜112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晋陵投资集团等永红等
相关地段）；

09∶00—17∶00停电：20kV祥龙二线馨
河郦舍#1中间变电所：上元置业二225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南京六合荣盛物业服务等三
井等相关地段）；

12月02日08∶00—17∶00停电：10kV圩
东线50号杆至精棱锻铸A1477开关（停电范
围：圩塘三村部分、圩塘新村二村部分、精棱铸
锻股份等春江、圩塘等相关地段）；

12月03日06∶30—13∶30停电：35kV园
利线；

12月05日06∶00—19∶00停电：35kV天
马线、35kV新水线；

12月06日07∶30—14∶00停电：10kV常
帆线青洋路#14环网柜：晟宇建筑114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晟宇建筑工程等青龙等相关
地段）；

08∶00—13∶00停电：10kV丽江线日月
山路V1334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丰土农业科
技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8∶30—15∶00停电：10kV东宝线塘北
村493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宝丰新能源科技、
常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威立雅环境服务等
三井、安家、春江、河海、龙虎塘等相关地段）；

09∶00—18∶00停电：10kV金禧线运河
路5号环网柜：运河路#4柜1120开关至金禧
园22号楼支线1号杆（停电范围：北新巷小区
部分、机冶物业等荷花池、怀德、五星等相关地
段）；

12月07日07∶30—15∶30停电：10kV
柳墅线白莲浜支线15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停
电范围：青龙街道办事处、城市照明管理处等
丁堰、红梅、青龙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丽江一线阿
里丽春V170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
管理处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康裕线康裕巾被G1492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德利斯护理用品等西夏墅等相关
地段）；

10kV丽东线永驰纺织G1643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中大无纺制品、柏锐斯特车业、京
江源纺织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0kV阿里线元阿里V1021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精耐尔工具厂、中远精密工具厂、西夏
墅人民政府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高见一线高
见2号环网柜：常州疾控中心116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三井等相关
地段）；

10kV高见二线高见环网柜：疾病预控中
心115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11月30日07∶00—17∶00停电：10kV王

下线汤庄张公桥小学配变；
07∶30—15∶30停电：10kV奔镇线敬老

院配变支线24号杆加号侧；
15∶00—15∶40停电：20kV祥龙二线馨

河郦舍#1中间变电所2号配变、馨河郦舍#2

变电所4号配变、馨河郦舍#3变电所4号配变、
馨河郦舍#2变电所2号配变、馨河郦舍#3变
电所2号配变；

12月01日08∶00—14∶00停电：10kV乔
裕线殷村93#单变支线6号杆后段；

12月02日08∶30—13∶30停电：10kV政
泰线南庄支线5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5∶00—15∶40停电：20kV祥龙二线馨
河郦舍#1中间变电所2号配变、馨河郦舍#2
变电所4号配变、馨河郦舍#3变电所4号配变、
馨河郦舍#2变电所2号配变、馨河郦舍#3变
电所2号配变；

12月03日12∶00—17∶30停电：10kV东
村线20号杆莳茹沟变支线侧后段；

12月05日07∶00—17∶00停电：10kV罗
镇线罗溪大元里北配变；

08∶00—16∶00停电：10kV玉河线刘家
巷配变、薛家郑东配变；

08∶30—15∶30停电：10kV梅村线邹区
泰村刘巷夏塘变配变、邹区泰村刘巷塘后2号
配变、邹区泰村刘巷中姚配变；

10kV新市线61号杆后段；

09∶00—17∶00停电：10kV奔镇线金牛
中路1号环网柜∶奔镇线出线1120开关至53
号杆、奔牛小猪巷配变（临检）。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APP，
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费、办电、
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
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
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
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报
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常州市新港分区XG0704、
XG0705、XG0706基本控制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已经常州
市人民政府（常政复〔2022〕136
号）批复、《城西分区 CX0401、
CX0402基本控制单元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改）》已经常州市人民政
府（常政复〔2022〕140号）批复，现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上述规划进
行批后公布，热忱欢迎广大市民对
城乡规划进行监督。

一、公布时间：自2022年 11
月30日起至规划期末

二、公布地点：常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网站（http://zrzy.jiangsu.

gov.cn/cz/）
三、公布内容：详见常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
zrzy.jiangsu.gov.cn/cz/）规划公
示专栏/控制性详细规划

四、联系机构：常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19-88068270
联系地址：常州市太湖东路

103号1号楼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1207室

邮编：213022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29日

销户公示
由常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天宁区

锦丰业年产26万吨汽车车身轻量化材料项目已竣
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
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11月28
日至12月27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建设工程
管理中心（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
电话：0519-86021526。

常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8日

△常州市泰全商贸有限公司（苏D7X262）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
公司商业险保单，保单号：PDAA202232040000172230，保单单证类型代码：AE-
DAAE0020DA3，保单印刷号：32002200002212，声明作废。
△刘思齐遗失L320146342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销户公示
由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区

百康特医疗器械产业园，1#车间、2#车间、3#车间、
6#车间、门卫、变电房、事故应急池项目(房建类工
程)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
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
11月29日至12月28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
新北区建设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反映，联系电
话：0519-85175621。

公 告
（上接A1版）提升商贸流通水平。持续
打造“江南美食之都”品牌，扩大“食美
常州”影响力。加强“老字号”传承、创
新发展，推动专业市场升级和农贸市场
改造，加快“15分钟便民生活圈”和县域
商业体系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强招商，助力建设国际化智造名
城。聚焦“优”字抓项目。紧盯世界500
强、上海外企、北京央企、深圳民企及行
业头部企业，深化产业链招商，引进一批
旗舰型、龙头型、基地型项目。抢抓“两
湖”创新区建设契机，强化“双招双引”，
引进细分行业“隐形冠军”、科技含量高
的“小而美”项目，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融合集群发展。聚焦“精”字办活动。精心
组织上海、深圳经贸活动以及科技经贸洽
谈会、“云联五洲”等重大招商活动，有序开
展境外小分队招商。聚焦“新”字拓渠道。
积极开展基金招商、上市招商、市场化招
商、乡贤招商、反向飞地招商等，关注重点
外资投资性公司战略布局，协同开展驻点
招商，切实提升招商实效。

强统筹，坚决履行政治责任。完整、准
确、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学习
贯彻切实转化为工作成效。坚持系统思维，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经济发展、安全生产各
项工作。增强底线思维，切实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上接A1版）
呼日勒苏赫表示，我谨再次祝贺中

共二十大胜利召开，祝贺习近平主席再
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中国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蒙方对此感到高兴。蒙方坚信，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带
领中国人民如期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蒙中是山水相连的永久邻
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双方相互支持帮助，共同应对
全球性挑战，生动体现了“患难见真

情”。蒙方愿同中方密切政治交往，坚定
相互支持，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道路，深
化蒙中钢铁般的友谊。我愿重申，蒙方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不会
发生任何改变。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
家，历史上从未侵略过其他国家，而且真
心诚意帮助其他国家发展。中方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事关人类
的和平与发展，蒙方全力支持。愿同中
方加强战略对接，共建“一带一路”，扩大
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能源、基础设施、应
对气候变化、绿色发展、荒漠防治等领域

合作，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当前国
际地区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演变，我们应
该弘扬亚洲价值观，共同维护亚洲和平、稳
定与发展。蒙方高度评价中方为维护世界
和平、稳定与发展以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作出的积极贡献，愿同中方加强
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作，为维护地区和
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
国关于新时代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携手推进现代化建
设，朝着共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

共赢的两国命运共同体方向作出努力。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关

于经贸、投资、海关、荒漠化治理等多份
双边合作文件。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呼日勒苏赫举行欢迎仪式。天安门
广场鸣放 21 响礼炮。两国元首登上检
阅台，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
呼日勒苏赫和夫人宝勒尔策策格举行了欢
迎宴会。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上接A1版）
在园区牵线下，两家企业深度对

接、成功牵手。根据协议，顺为智能获
得 Foresight 机场地面支持车辆高级
驾驶辅助系统（ADAS）在中国的独家
商业化授权。未来4年内，Foresight
将为顺为智能提供 4 万—5 万套智能
驾驶辅助软硬件。其中，最核心的
QuadSight 立体镜技术能让使用车
辆在恶劣天气和弱光照条件下，也能

实现障碍物探测全覆盖。
“今年是中以建交 30 周年，11 月 17

日又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以色列总统赫
尔佐格通电话、肯定中以常州创新园等
标志性项目一周年，园区迎来中以合作
新成果，对我们是认可也是激励。”中以
常州创新园管委会副主任周立平表示，
园区将继续坚持项目引进、技术合作两
手抓，以全方位、高品质的专业服务，推
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开花结果。

两企业签下5100万美元协议

“两扩两强”，开启商务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指引
中华民族的光明前景。

新时代十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壮阔征程中，书写出非凡篇章。

同心筑梦，并肩追梦，携手圆梦，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14亿多中国人民，以小我赴家国，
以奋斗立天地，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
铁，迸发出磅礴伟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11月12日10时03分，震天动地的
轰鸣之后，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托举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穿云破雾，直入云霄。

中国空间站建成前的最后一艘“货
船”正式启航。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
伟大事业，从来就孕育于伟大梦

想。
“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
伟大的中国梦。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
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
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

时间回溯到 2012 年 11 月 29 日。
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
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的重要讲
话，激活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
记忆，激发出强烈的时代共鸣。

在近代以来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
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
多太多的牺牲，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拼搏。

一百多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
族危亡之际。从那一刻起，我们党义无
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使命。

从浴血牺牲的革命之路，到筚路蓝
缕的建设浪潮，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
放，到砥砺奋进的强国之路⋯⋯中国共
产党人从未忘记为何出发，为谁奋斗。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更加科学完整的战
略部署，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
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向着梦想的方
向破浪前行。

敢于有梦，没有什么山峰不能攀
登。勇于追梦，没有什么急流不能横渡。

山海间的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天
空寥廓，山水舒朗。

全长24公里的深中通道正在加紧
施工建设。通道投入使用后，从深圳到
中山的车程仅需20分钟，当年孙中山
先生出生的小渔村，将一跃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的中心地带。

“中山先生的夙愿是振兴中华。”孙
中山曾侄孙女孙雅丽说，新时代十年，
中国梦已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梦
想，画出了最大同心圆。

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
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
间奇迹。

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1
年比2012年实际增长78％；10年累计实
现城镇新增就业1.3亿人，基本医疗、养老
保险分别覆盖超过13.6亿人、10.4亿人；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大幅提升；碳排放强度
下降了34.4％⋯⋯

中国梦承载起14亿多人民的期盼，
让心之所向化作人所共享。从温饱不足
到迈向全面小康，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近代以
来最伟大的梦想之火已经燎原。

“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
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
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党的二十
大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
语凝聚起14亿多中国人民的奋斗意志。

走进中原大地的田野，托起麦穗看灌
浆，对老乡笑道“我们都是种庄稼出身”；
来到湖南湘西的柚子林，熟练地帮村民摘
下柚子；深入甘肃八步沙林场，拿起一把
开沟犁，同林场职工一起挖起来⋯⋯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春秋十载，习近平总书记以
实际行动不断践行着这句对人民的真情
告白。

“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
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
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
献自己。”

习近平总书记“无我”的情怀与担当，
激励着亿万人民奔跑在追梦的赛道上。

因为对“禾下乘凉”的执着，袁隆平不断
突破杂交水稻产量，端牢一个大国的饭碗。

因为对科技报国的笃信，黄大年只争
朝夕奋勇攻关，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

因为对大好山河的热爱，祁发宝和战
友誓死战斗，站成祖国的巍峨界碑。

⋯⋯
中国梦，是强国梦、强军梦，也是航天

梦、海洋梦，更是经济繁荣梦、政治民主
梦、生态文明梦⋯⋯如繁星组成银河，似
涓滴汇成巨澜。无数个梦想叠加，描绘出
新时代最为壮阔的图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有梦想，有
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
造出来。”

“95后”up主“刘小备”带着缤纷的颜
料回到家乡，用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公益墙
绘装点昔日的墙面，描绘乡村振兴的美好
画卷。

农民工出身的邹彬凭借砌墙“绝活”，
斩获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比赛优胜奖，
实现了我国砌筑项目奖牌零的突破。

⋯⋯
与时代共同奔跑，以奋斗逐梦圆梦。

每一张梦想成真的笑颜，都印刻在时代的
华彩中。

“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也没有什么
可以阻挡山里孩子求学的脚步。”党的二
十大代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
长张桂梅一有机会，就向当地的干部群众
讲述自己对二十大精神的感悟。

如今，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已有2000
余名学生考入大学，毕业后，她们成为了
自己曾经梦想过的教师、医生、军人、警
察⋯⋯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人。”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奋斗是让梦想
照进现实的唯一方式。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每一个梦想都不是轻而易举、随随便
便就能变为现实的。

当我们把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
人生出彩的渴望熔铸到共筑中国梦的历史
征途之中，把蕴藏于人民之中的无限力量
激发出来、汇聚起来，任它乱云飞渡、风吹
浪打，我们都将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梨子寨，绵延的武
陵山，见证“精准扶贫”首倡地的巨变。

十年前，石拔三老人还是村里那个
“沉默的影子”，弯着腰，走在人群里都看
不见。

“你是大姐”“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
八洞村，走进石拔三家。

亲切的问候，如春风拂面，唤醒了大
地，也鼓舞着人心。

而今，十八洞村屋舍一新，人流不
息。石拔三站在自家堂屋中间，抬头笑
着，落落大方地招呼游客。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
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当一个接续
奋斗的政党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一个
矢志复兴的民族就拥有了更加坚定的思
想坐标、更加丰润的道德滋养、更加昂扬
的精神气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作出历史性贡献，为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世界性贡献，为伟大复
兴中国梦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
力、精神推动力。

朱熹园中，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如果
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

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
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苏
祠里，总书记强调“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
莫高窟下，总书记指出“只有充满自信的
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
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
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
性、根本性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注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从大街小巷传唱《我和我的祖国》的
老歌金曲，到隆重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全
民振奋，从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的上
下同心，到全国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的无悔
逆行，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庄严承
诺，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豪迈誓言，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始终指引
着梦想的方向。

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贸商人，到雄安
新区的建筑工人；从选择到“北上广”打拼
的农村娃，到扎根边远艰苦地区的工作队；
从讴歌伟大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到铸魂三
尺讲台的人民教师，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始终澎湃在追梦人的胸膛。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教授蒙曼深切感受到，在习近平
总书记的垂范和推动下，新时代中国人培
根铸魂，不断增强着志气、骨气、底气。

从文博场馆里过大年、非遗大集上买
年货到故宫IP火爆朋友圈、中国古风吹遍
海内外，再到中国空间站奏响《茉莉
花》⋯⋯深沉有力的文化自信、繁荣兴盛
的文化创新、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互鉴，
成为新时代中国鲜明的印记。

“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
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
界了”。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
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
界委员时的这番话，令人感慨万千，激起
无限共鸣。

中国梦道路越发清晰，中国梦舞台日
渐宽广。

曾经的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苏明
娟成为公益项目发起人，帮助更多的孩子
圆了“我要上学”的梦想。

双小腿截肢的夏伯渝40多年不辍训
练，终于攀上世界屋脊之巅，成为无腿登
顶珠峰的中国第一人。

有不忘初心的执着，有闯关夺隘的勇
气，有爬坡过坎的坚韧，有精忠报国的炽
热⋯⋯

“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
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

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习近平总书记的宣示，发出新时代
的最强音。

“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
奋斗目标，出发！”

红旗渠蜿蜒起伏，如一条巨龙盘旋于
巍巍太行山脉。

曾几何时，把漳河的水穿过太行山腰
引过来，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守渠
30多年的原永林站在红旗渠纪念馆，无比
自豪地展示着他用画笔记录的圆梦奇迹。

共产党人敢于做梦，更敢于圆梦。党
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红旗渠。他感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也就是一两代人的事，我们正逢其时、
不可辜负，要作出我们这一代的贡献。”

是梦想，也是征途。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

我们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我们正意气风发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庄严宣示。

是蓝图，也是号角。
追梦的脚步愈发坚实：到 2035 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
本世纪中叶，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圆梦的路径愈发清晰：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口规
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是信心，更是信念。
“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改革

开放迈出新步伐”“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居民
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人居
环境明显改善”⋯⋯未来五年，新征程上的
每一个目标，都承载着人民的期盼。

温暖的阳光下，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
县六堡镇山坪村的瑶族百姓又汇聚在茶
园的空地。党的二十大代表、村党支部书
记祝雪兰从北京归来后，第一时间为乡亲
们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她讲着习近平总书记对茶乡群众的
关心，也讲着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我们一定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更好地
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从信封、邮路、驿站，到融合、绿色、赋
能，“90后”诗人王二冬，以首部快递主题
诗集《快递中国》致敬时代：“我们的脚步
正坚实地踏在时代磅礴的鼓点上，只要速
度足够快，我们就是祖国腾飞的翅膀。”

山西太钢集团不锈钢冷轧厂连轧作
业区，党的二十大代表、班长牛国栋带领
工友们，日以继夜地开展着技术攻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
须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伟力。”牛国栋说，

“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大的部署，守正创
新、踔厉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我们
的力量！”

在京出席党的二十大期间，他向代
表们展示了太钢人引以为傲的高精尖产
品——厚度仅有0.02毫米的手撕钢，历经
700多次试验，攻克452个工艺难题、175
个设备难题。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
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
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

亲历非凡十年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
变革，我们深切体认到，党确立习近平同
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
决定性意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
们还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
的重大考验。

“唯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
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
方面各环节，我们才能有万众一心、坚如
磐石的深厚底气。”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
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
张树华说，我们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忠实践行“两个
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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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复兴文
库》的展柜前，人们驻足良久，仔细观看这
部刚刚出版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

“全面记录复兴之路，真实见证复兴
之路。”年逾九旬的《复兴文库》总主编金
冲及说，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更需要从历
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
声：“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
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豪情满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
们坚信——

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光辉指引，有中国梦广泛凝聚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精神
力量，我们一定能够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和荣光，一定能够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一定能够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十周年之际

前进，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