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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壮阔七十
载，奋进新时代。 10月 1日上午，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 余万军民
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
和国 70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并检阅受阅部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主持庆祝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
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

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
国庆佳节之际， 神州大地山河壮

丽、万众欢腾，首都北京花团锦簇、旌旗
飘扬。

蓝天丽日下， 天安门城楼庄严雄
伟。城楼红墙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同志的
巨幅彩色画像。城楼檐下 8盏大红灯笼
引人注目，东西平台上 8面红旗迎风招
展，烘托出喜庆的节日气氛。

天安门广场上，大型“红飘带”主题
景观庄重、灵动，寓意红色基因连接历
史、现实、未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
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
画像，巨大的“国庆”“1949”“2019”立体
字样分外醒目。

上午 9时 57分， 在欢快的乐曲声

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
门城楼主席台，向广场观礼台上的各界
代表挥手致意。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
声。

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型电子屏幕
中出现了钟摆的画面 。 1949、1959、
1969……2019，随着钟摆，年份数字依
次显现。 报时钟声响起，10时整，庆祝
大会开始。

全体起立，70响礼炮响彻云霄，国
旗护卫队官兵护卫着五星红旗，迈着铿
锵有力的步伐，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行进
至广场北侧的升旗区。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合军乐团奏响雄壮的 《义勇军进行
曲》， 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 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

天安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
随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首

先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
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
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
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
国同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关心和支
持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
谢。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70 年前的
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
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
从此站起来了。 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
变了近代以后 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
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

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70年来，全
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
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 今天，
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
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习近平强调，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贯彻
执行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
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
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我们要坚持“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

国完全统一而奋斗。 我们要坚持和平发
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要永葆人民军队性质、 宗旨、本
色，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决维护世界和平。

习近平强调，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
人类的史册上， 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
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我
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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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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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出席

我市有石灰岩山地近 20 万亩，
大多是岩石裸露地貌， 山坡陡峭，立
地条件差，草木难生，历来被列为不
宜造林之地。 2003年以来，我市成立
石质山绿化工作领导小组，市财政每
年拿出专项资金用于石质山造林。制
定《城区东部山场绿化规划》和年度
实施方案，对石质山绿化实行统一规
划设计、技术标准、检查验收、项目管
理。市领导每年深入山场参加义务植
树活动，大力弘扬“栽活一棵，不愁一
坡”的顽强拼搏精神，一届接着一届
干，让“石头山上造林”从不可能变成
了现实，20 万亩石质山场森林覆盖
率由 2002 年不到 6%提高到现在的
90%。

“缺土少水” 是制约石质山绿化
的最大难题。 为解决这一难题，林业
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持续开展石
质山造林恢复技术研究，摸索出“炸
穴挖坑、客土回填、壮苗栽植、多级提
水、培大土堆、覆盖地膜、修鱼鳞坑”
七步造林法，使石质山造林每年成活
率都达到 90%以上。 编制完成的《石
质山造林技术规程》在 2012年 10月
作为安徽省地方标准颁布实施。 2003
年以来， 全市累计绿化石质山 13.5
万亩， 累计栽植各类苗木 1200余万

株； 其中完成城区东部山场绿化 8.5
万亩，完成相山绿化 2.8 万亩，引导
社会资金承包绿化荒山 2.2 万亩。
2009年，省绿化委员会、省林业厅授
予我市“安徽省石质山造林绿化突出
贡献奖”。 2013 年，市政府被全国绿
化委员会授予“国土绿化突出贡献单
位”称号。

我市坚持将石质山绿化与发展
以石榴为主的经果林相结合， 着力
提高农民收入。 制定石榴产业发展
规划，实施石榴提升计划，石榴种植
村每村配备 1 名农民技术员， 共聘
用 15 名石榴技术员；扶持石榴协会
建立石榴展示园和保鲜库。 目前全
市已种植石榴面积 7.5万亩，年产石
榴近 10 万吨，产值达 4 亿元，跻身
全国石榴主产区行列，编制的《塔山
石榴》已正式作为省地方标准颁布，
塔山石榴已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成
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烈山区被国
家林业局命名为 100 个经济林产业
示范县（区）之一。 烈山区烈山镇榴
园村 2002 年人均收入 800 元，通过
利用山脚坡地栽植石榴，2018 年人
均收入超过 10000 元， 石榴让村民
走上了致富路。

石质山的有效治理，不仅防风固
沙，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也
成就了以绿色、自然、生态为主线的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近三
年来，我市新造片林 12万亩，持续推
进山体修复， 构建生态保护长效机
制，成功实现“煤城”变“美城”的华丽
转身。 荩荩荩下转第3版

石头缝里绽放绿色希望

本报讯 10月 1日上午， 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我市干部群
众满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 通过广
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等多种
方式收听收看这一盛况， 共同见证伟
大祖国的繁荣与富强。

“e学习”远教联播平台锁定同

一频道

1日上午 8时，相山区相南街道相
阳社区党总支书记杨业早早来到两宫
广场， 与聚集在这里的相山区基层干
部群众一起，期待着通过淮北“e学习”
远教联播平台收看国庆 70周年大会、
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等直播。

10时整，大会正式开始。 聚集在
两宫广场上的 200余名干部群众全体
起立， 齐声高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许多人眼含热泪，仰望着屏幕中
那面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国
旗。

“屏幕很大，画面清晰，音响效果
也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杨业说。

来自相山区东山街道周庄社区的
老党员徐钦见是一名退伍军人， 通过
电视直播收看过 1984、1999、2009 和
2015年的几次阅兵。徐钦见告诉记者，
在户外通过大屏幕收看国庆阅兵还是
第一次， 在这儿最重要的是和同事们

在一起，能够互相交流、分享喜悦。
“e学习” 远教联播平台多位于遍

布城乡各地的开放式党校，方便城乡干
部群众集中收听收看重大节庆活动。

在我市南部最偏远的濉溪县双堆
集镇， 当地 500余名干部群众聚集在
双堆集烈士陵园门前广场，通过“e学
习”远教联播平台收看大会直播。

“通过大屏幕收看，不仅视听效果
震撼，而且易于组织群众，收听收看活
动群众参与度非常高。 ”双堆集镇党委
委员、宣统委员杨慧慧说。

市党员电化教育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为方便城乡群众收听收看大会
盛况，遍布我市南湖公园、濉河公园等
城乡各地的 126处“e学习”远教联播

平台全部锁定国庆 70 周年大会直播
频道，现场观看人数超过 5万人。

当前正值秋收关键时期， 广大基
层干部国庆期间坚守在田间地头开展
禁烧巡查。 濉溪县孙疃镇基层干部通
过学习强国手机客户端 “看电视”栏
目，分散收看了国庆阅兵、群众游行等
现场直播。 荩荩荩下转第3版

我市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盛况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祝愿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市民在两宫广场通过户外大屏集中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直播盛况。 ■摄影 记者 陈文骁

2009年, 淮北市被国务院认定为
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

2013年, 淮北市获批第二批国家
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时间的每一次定格都会赋予特殊
的意义。一边是摆脱传统路径依赖,推动

转型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边是顺应科技
发展潮流,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机遇。党
的十八大以来, 安徽省淮北市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大力实施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战略,
创新模式,换道超车,推动智慧城市与产
业发展、社会治理、民生改善,从相“加”
到相“融”,品牌效应进一步彰显……中
欧绿色和智慧城市先行奖、国家新型智
慧城市模拟路演优秀城市、中国城市治
理智慧化优秀奖等称号, 让淮北成为全
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生动案例。

从城市数字到城市大脑

把智慧植入城市基因

淮北市是一座伴随着新中国建设

号角应运而生的工业城市, 自成立之
初, 便担负着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光
荣使命,谱写出一首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的奋斗之歌。

破解“矿竭城衰”魔咒,实现可持
续发展,淮北将从何处突破？

新时代属于弄潮儿。 “我们就是
要抢抓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机遇, 深挖
智慧 ‘大富矿’, 融入信息新要素,用
‘数据流’ 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崛
起。 ”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戴启远这
样说。 获批第二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不久,淮北市即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任组长的智慧城市和社会服
务管理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自 2014
年起, 淮北连续 6年将智慧城市建设
列入重点工程。 2017 年 6 月,淮北又

将领导小组调整为智慧城市建设和
大数据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组建
市级大数据资源管理局, 推动由建基
础设施向育智慧产业转变、做融合加
法向做创新乘法跃升, 打造城市最强
“大脑”。

一个因煤而建而又面临资源枯竭
的城市,智慧城市“如何建”？ 淮北市一
改以往城市规划建设“贪大求洋、粗放
发展”的思维定势,将智慧理念融入城
市发展总体规划, 与国家信息中心等
有关部门对接, 建立战略合作和业务
指导关系, 编制完成新型智慧城市整
体规划和顶层设计, 推动城市各类规
划与之相互融合,实现“多规合一、全
域统筹”“一次规划、分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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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北：资源城市添智慧 转型升级加速跑
《中国城市报》9月30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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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淮北好人”推荐评
选活动要求，经推荐、审核、投票、评
议等程序，杨新功等 7 人（组）入选
2019年 9月份“淮北好人”。

他们是：从抗美援朝老兵到中学
校长，干一行爱一行，几十年来，面对
新的工作环境， 总是以平凡人的方
式，用真情不断地传递他人能量的濉
溪县双堆集镇罗集街村民杨新功；面
对落水女子，奋不顾身、舍身救人的
濉溪县城管局工作人员陈钦宇和濉
溪开发区溪河社区工作人员赵士元；
社区健身公益事业的带头人，志愿服
务热心人，不为名不为利的淮北供电

公司退休工人王素华；面对不幸遭遇
车祸的未婚妻，顶着家庭和社会压力
不离不弃，用内心坚守兑现婚姻承诺
的安徽相王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检验
科检验师孙青松；带领乡亲们用电商
发家致富，帮助 11名青年安置就业，
人称“淘宝女强人”的濉溪县临涣镇
石集村村民杨延；你养我小，我养你
老，守在父亲身边不离不弃，精心照
顾父亲日常起居，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久病床前也有孝子” 的杜集区高岳
街道孙庄村村民胡传兵；楼道里的热
心肠，十几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照顾眼
疾老人，问寒问暖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的淮北市相山区相阳社区居民梁艳
红。

9月份“淮北好人”评选揭晓

新中国 70 华诞特刊
本报今日隆重推出

■通讯员 孙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