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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总书记考察承德金句⑦

新华社西安9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

式9月15日20时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

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

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

考察时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

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

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

更好惠及农村农民。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包括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这其中，加快

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

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

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利益联

结机制，既能够走出一条科学有效、

农民受益的产业发展之路，还能够为

实现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河北是京畿要地、农业大省，近

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把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纳入全

省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全局

当中，坚持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因地

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产业，促进脱贫地

区特色产业向优势产业、主导产业转

型升级，平泉香菇、围场马铃薯、迁西

板栗、深州蜜桃、临城核桃、鸡泽辣

椒、赵县雪花梨等特色优势产业正在

成为河北省万千脱贫群众持续增收

的“大产业”，为乡村振兴奠定了雄厚

的产业基础。

2020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但也要

看到，一些地区传统农业产业底子

薄、基础弱、效益低，一二三产业未

能有机融合，农村新型产业远未形

成主导产业，对农业农村经济支撑

乏力。实践还告诉我们，产业发展

是农民增收的长远之举，要建设繁

荣的农村，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

效更可持续，就必须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进而提高农业综合效

益和竞争力。

河北省“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优化农业结构布局，推动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下转第三版）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芦静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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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满城锦绣。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

术节于9月15日至9月17日在廊坊市和秦皇岛市共同举办。本届

艺术节将通过精彩的艺术交流活动，传播、传承“一带一路”与万里

长城共同承载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和精神财富。目前艺术节各项

筹备工作已进入“读秒”阶段，将给国内外观众带来一场异彩纷呈的

文化盛宴。

记者 祝雪娟 摄影报道

工作人员正在廊坊非遗展区布展工作人员正在廊坊非遗展区布展。。

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会展中心炫酷的丝路主题投影秀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会展中心炫酷的丝路主题投影秀。。 陈童陈童 摄摄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
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9秒83，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男子

百米飞人大战中一鸣惊人，给中国乃至

亚洲短跑树立了新的丰碑。回顾一个

月前动人心弦那一刻，32岁的苏炳添

说：“我敢很肯定地说肯定有（上升）空

间。都说亚洲人的极限，我觉得根本没

有什么极限之说。”

苏炳添的成绩和自信，源于其背后

强大的祖国。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

健儿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发

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优良传统，为

祖国争光，为奥运增辉，交出了出色的

成绩单。

竞技场上优异的表现是中国体育全

面发展的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为中国体

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绘定了蓝图。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

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

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

从1917年毛泽东同志发出“欲文

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呼喊至

今，体育的内涵和外延从未如此丰富和

清晰。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

的梦想。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交汇的历史方位，建设体育强国目标标

注出体育在新时代的全新定位，正在谱

写逐梦奋进新篇章。

使命在肩 奋斗有我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

共获得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

金牌数、奖牌数均位居第二，金牌数追

平在伦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

成绩。

凡事预则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东京奥运周期历时5年、充满变数

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

22日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

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就强调：“要妥善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统筹做好

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各项工作，发

挥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势，牢固树

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全力做好东京奥运

会备战参赛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还指出，要创新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

制和国家队管理体制。

人心齐，泰山移。面对奥运延期一

年、疫情不确定性、长时间封闭训练、缺

少比赛检验等种种不利因素，中国体育

人牢记总书记指示，在各地各行各业的

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强化思想建设、优

化备战体制机制、实施科技助力、组织

转训比赛等措施，保障了奥运备战的系

统性、完整性，有效提升了队伍在东京

的整体竞争力。

在东京，汪顺勇夺中国男子个人混

合泳首枚奥运金牌，射击队四枚金牌背

后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00后”身

影，田径和游泳两个基础大项里，一众

老将新人纷纷拿出个人最好成绩、赛季

最好成绩……

这个夏天，中国奥运健儿们成为很

多青年人追逐的偶像——无论是苏炳

添惊人的9秒83，还是举重选手吕小军

走红海外的“军神”之名；无论是首金得

主杨倩的邻家女孩气质，还是女子三人

篮球队员们的飒爽英姿，一波波正能量

频频登上热搜，成为最亮的星。

奥运健儿用自己的汗水和成绩，完

美诠释着“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奋斗精

神，也诠释着体育的本源和真谛。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会见里约奥运

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说过的话

犹在耳边：“我们不以胜负论英雄，同时

英雄就要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只要

勇于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即使没有拿到

金牌奖牌，同样值得尊敬和表扬。”

第四次参加奥运会的竞走运动员

刘虹虽然没能在东京卫冕成功，仍然斩

获一枚宝贵的铜牌。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切嘱托，是这位34岁老将成为母亲

后再度复出的动力之一。

刘虹是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

生冠军班成员。2019年6月18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给冠军班同学们回信中

说：“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

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

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作贡献，

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心体

育健儿们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同时，

还特别关心赛风赛纪问题。他指出，要

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强化拿道德的

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意识，坚

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

在东京，中国体育代表团交出了兴

奋剂“零出现”、新冠病毒“零感染”的双

重完美答卷，实现了参赛成绩和精神文

明双丰收的目标。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中国体育

健儿时刻牢记总书记的期许，牢记使

命、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努力为祖国和

人民赢得更大荣誉，让体育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中国力量。

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
安全、精彩的冬奥会

东京奥运会之后，北京将成为奥林

匹克大家庭又一次相聚的地方。9月7

日，一段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两年前创作

的动画宣传片再一次引起广泛转发：孙悟

空、雪孩子、葫芦娃、哪吒等国漫经典人物

化身冬季运动高手，为冬奥会打call。

这一天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50

天，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

德斌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所有准备

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了。”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

的历史节点，申办和举办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这将是中国首次举办冬奥会、冬残

奥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冬奥会

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

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

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

（下转第四版）

书写体育强国逐梦奋进新篇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体育事业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郑昕 王恒志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

者四建磊）9月14日，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东峰在廊坊市调研检

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持

续用力抓住京津冀协同发

展历史机遇，努力在对接

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高

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勤参加调研检查。

北运河廊坊段，水面

波光粼粼、飞鸟翔集，两岸

花草繁茂、绿树成荫，一派

优美宜人的风光。今年6

月份，北运河廊坊段与北

京同步实现旅游通航，吸

引大量游客前来旅游观

光。王东峰、许勤来到香

河中心码头，认真察看码

头建设，乘船考察旅游产

业发展和两岸环境提升工

作。王东峰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持续升级加力推进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坚

持保护优先，精心做好古

运河沿岸文物和遗址的发

掘保护工作，认真传承和

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切

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要坚持产业带动，统筹两

岸土地资源，科学布局特

色小镇，加快发展文化、旅

游、康养等产业，通过市场

化方式建设码头、驿站、民

宿等设施，全面推进绿化

亮化美化净化工程，积极

扩大周边群众就业，促进

强县富民。要全力保障安

全，严格落实防洪标准，完

善安全防护设施，确保群

众和游客人身安全。

位于廊坊临空经济区

内的综合保税区，与北京

综合保税区按照“统一规

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

统一管控、统一考核”的原则实行一体化发展。王东峰、许勤认真听

取综合保税区规划建设和产业发展情况汇报。王东峰强调，综合保

税区是扩大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要加强与北京

市协调联动，按照功能定位有针对性开展招商引资，促进两省市综

合保税区共商共建、共治共享。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物流仓

储、产品展销等配套设施，积极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

境，为入驻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随后，王东峰、许勤来到新奥研究总院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

新奥集团科技创新工作，并远眺临空经济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王

东峰强调，要积极吸引和培育产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

用，完善产业链、创新链、物流链、供应链，促进产业集群集约发展。

要优化临空经济区建筑风貌，精心做好建筑造型、色调格调等设计，

大力引进重点项目，全面提升用地效率。要健全临空经济区水电气

路讯等基础设施，完善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公共服务功能，推动

职住平衡、产城融合，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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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式今晚在西安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