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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

新时代10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

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

加奋发昂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

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

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

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

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

指引。”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

一兵认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

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

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0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

传播，涌现出许许多多“中国好人”、全国

道德模范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全社会弘扬

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

神、勤俭节约精神，让我对自己的坚守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中国好人”李培生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

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培育时代新风新

貌，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

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每次看到农牧民群众这么喜欢乌

兰牧骑的歌曲，我对习近平总书记5年前

给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中说的‘人民需

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这句话体会就

更深。”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前队长孟克说，只有深入

到群众中，才能创作出接地气、传得开的

艺术作品。

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守住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10年来，我国广大文艺

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书写着生生

不息的人民史诗，唱响了嘹亮的“新时代

之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

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

文艺人才队伍。

以人民为中心，是历史的回响，更是

时代的命题。

初冬北京，中央歌剧院内群星璀璨、

暖意融融，“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

之夜”大幕开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35

位获奖者在庄重盛大的颁奖礼上领受这

一中国文学的崇高荣誉。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表示，艺

术创造要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

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展现

更为强大的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新时代

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

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盛世

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

带来一场文化盛宴。

利用最新科技赋能，千古丹青数字新

生，生动呈现中国古代绘画的宏富成就，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跨越时空，在

光影中“活起来”，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也有力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全球化传播、共享与深度交流。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

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认为，

要坚持守正创新，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

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

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

生命力，开拓中国文艺新境界。

增强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工作所展示

的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将成为

中国水下考古的里程碑。”国家文物局局

长李群说。

放眼中华大地，10年来，我国推进了

88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考古工作者的

辛勤努力，不仅是为了揭示一段段尘封

的历史，更是为了一个高远的目标——

我们的祖先们，千百年来在这片热

土上生生不息、繁衍壮大，把火热的生产

生活实践镌刻成历史、积淀成文明。遍

布于中华大地的历史文化遗产，便是民

族延绵不绝、蓬勃发展的见证。考古工

作者的双手拂去岁月的尘埃，揭示中华

儿女文化自信的基石所在。

护文明之火种，传永续之文脉。

2022年7月底，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开

馆。这座新时代的国家文化殿堂，充分

体现着我们党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高度

自觉、汲取历史智慧更好走向未来的历

史主动。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

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

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

日前，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

工程《复兴文库》正式出版发行，已经出

版的三编共计37卷、195册、6190万字，

字里行间回响着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

的铿锵足音。

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来者的奋斗。

“通过编纂出版这部文库，希望把中

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引

导人们从历史中借鉴和汲取智慧营养，

认识和把握规律、看清发展潮流，坚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

《复兴文库》总主编金冲及说。

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新

征程上，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坚定前行，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积蓄磅礴的精神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在深刻领会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中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之文化篇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施雨岑

新华社酒泉11月28日电（记者黄明 李
国利 张汨汨）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将于11月

29日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费俊

龙、邓清明和张陆三人组成。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28日上

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季启明说，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

准北京时间11月29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十

五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费俊龙、邓

清明和张陆组成，费俊龙担任指令长。航天员

费俊龙参加过神舟六号载人飞行任务，邓清明

和张陆都是首次飞行。

季启明说，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

号F遥十五火箭即将开始推进剂加注。

季启明表示，此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今

年的第六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建造阶段最

后一次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将在轨工作生活

6个月，任务主要目的为：验证空间站支持乘

组轮换能力，实现航天员乘组首次在轨轮换；

开展空间站舱内外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

设施设备安装与调试，进行空间科学实验与技

术试验；进行空间站日常维护维修；验证空间

站三舱组合体常态化运行模式。

按计划，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

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

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这是中国

空间站目前的最大构型，总质量近百吨。在轨

驻留期间，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

六号货运飞船、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

接，计划于明年5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作

正常，具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乘组轮换条件。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和长征二号F遥十五运

载火箭产品质量受控，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

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发射

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神舟十四号航

天员乘组计划于一周内完成在轨轮换任务，返

回东风着陆场。

神舟十五号
今日 23 时 08 分发射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组成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记者

刘慧）证监会新闻发言人28日就资本

市场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答

记者问。证监会决定在股权融资方面

调整优化5项措施，并自即日起施行。

恢复涉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及配

套融资。允许符合条件的房地产企业

实施重组上市，重组对象须为房地产行

业上市公司。允许房地产行业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购买涉房资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可以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资金用于存量涉房项目和支付

交易对价、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

不能用于拿地拍地、开发新楼盘等。建

筑等与房地产紧密相关行业的上市公

司，参照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政策执

行，支持“同行业、上下游”整合。

恢复上市房企和涉房上市公司再

融资。允许上市房企非公开方式再融

资，引导募集资金用于政策支持的房

地产业务，包括与“保交楼、保民生”相

关的房地产项目，经济适用房、棚户区

改造或旧城改造拆迁安置住房建设，

以及符合上市公司再融资政策要求的

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允许其

他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要求再融资

募集资金投向主业。

调整完善房地产企业境外市场上

市政策。与境内A股政策保持一致，

恢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H股上市公司

再融资；恢复主业非房地产业务的其

他涉房H股上市公司再融资。

进一步发挥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盘活房企存量资产作用。会

同有关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保障

性租赁住房REITs常态化发行，努力

打造REITs 市场的“保租房板块”。

鼓励优质房地产企业依托符合条件的

仓储物流、产业园区等资产发行基础

设施REITs，或作为已上市基础设施

REITs的扩募资产。

积极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

用。开展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允

许符合条件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设立不动产私募投资基

金，引入机构资金，投资存量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基础设施，

促进房地产企业盘活经营性不动产并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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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酒泉11月28日电（记者李国利
温竞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在28日的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

已经具备开展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实施的条件，中

国人九天揽月的梦想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季启明表示，中国载人航天探索的脚步不

会只停留在近地轨道，一定会飞得更稳、更

远。按照我国政府批准的发展战略，我们已经

完成了载人月球探测关键技术攻关和方案深

化论证。通过前一阶段的工作，突破了新一代

载人飞船、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月面着陆器、

登月服等关键技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载

人登月任务实施方案。这些工作为载人月球

探测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已经具备开

展工程实施的条件。

我国已具备开展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实施条件

（上接第一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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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一版）居民议事厅又把大树砸车

这件事辐射到整个社区，将小区内所有

树木进行了重新修剪，既解决了树木影

响居民采光，又减少了树枝过长存在的

安全隐患。

“在社区居民议事厅，大家伙儿有事

一起商量，有难处一块儿解决。这种和

谐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大家伙儿。”67岁

的社区居民路建峰和很多邻居报名参加

了社区文明志愿者服务队，帮助社区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说，“每一件小

事，其实对居民来说都是大事。每件小

事都有人张罗有人管，这就是宜居，这就

是小区居民的幸福。”

“社区治理要搞好，必须要发挥居民

主动性，治理好了大伙儿都受益。”关辉

说，定期开展议事协商会，化解了不少过

去由于沟通不及时造成的基层矛盾，提

高了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城乡社

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增强城乡社区群众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的实效’。”关辉表示，“群众想什么，我们

就干什么；百姓有需求，我们就有服务。

下一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更好发挥社区居民议事厅作用，在

主动作为、主动服务上多下功夫，用心用

情把居民的‘关键小事’办成‘暖心大事’，

让社区成为居民最安心的港湾。”

衡水：议事厅里奏响和谐曲

11月28日，韩国队球员曹圭成（中）与加纳队球

员托马斯·帕蒂（右）、阿马泰拼抢。当日，在卡塔尔赖

扬教育城球场进行的2022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H组

比赛中，韩国队以2比3不敌加纳队。

新华社记者 辛悦卫 摄

22∶∶33韩国队韩国队
不敌加纳队不敌加纳队

（上接第一版）一旦发生疫情

立即响应。要加强基础能力

建设，深入开展面向各级防

控工作人员的培训，做好今

冬明春疫情和流感叠加应急

准备，提前备足定点医院、方

舱医院、隔离场所以及医疗

物资，做好住院床位和重症

床位准备，增加救治资源，充

实核酸检测、流调溯源、消毒

消杀等人员力量，掌握疫情

防控主动权。要加强舆论引

导，规范信息发布，弘扬主旋

律，凝聚正能量，努力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社会氛围。

会议听取了石家庄市、

保定市疫情应对处置工作情

况汇报。

会议以河北政务云视频

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含定

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各县

（市、区）、各高校设分会场。

省领导张超超、刘昌林、张

政、张国华、葛海蛟、柯俊、董

晓宇、武卫东、时清霜、高云

霄、王宝山及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河北工作组有关同志参

加会议，严鹏程作工作部署。

坚持问题导向 开展拔点攻坚
持续巩固扩大疫情防控成效

据新华社奥地利萨尔茨堡11月28日电（记者刘昕宇
于涛）当地时间27日下午，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展览中心举

行的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奥地利赛区闭幕式热闹

非凡。在各国选手和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中，8名

中国选手身披国旗陆续登上领奖台，鲜艳的“中国红”成为

闭幕式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23日至27日举行的奥地利赛区比赛是2022年世界

技能大赛特别赛的最后一站，设置电气装置、砌筑、混凝土

建筑、工业控制、化学实验室技术、重型车辆维修和货运代

理7个项目。经过激烈角逐，中国选手在参加的全部赛事

中脱颖而出，斩获6枚金牌、1枚铜牌，为今年世界技能大

赛特别赛的征程画上完美句号。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

平代表了当今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代表

团在参加的34个项目上共获得21枚金牌、3枚银牌、4枚

铜牌和5个优胜奖，位列金牌榜第一，金牌总数刷新单届比

赛历史最好成绩，展现了中国年轻一代务实肯干、坚持不

懈、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

21金！中国工匠闪耀世界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