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猛 张寅）金
秋十月，碧空万里，红旗飘扬，云岭
欢腾。10月1日上午，云南省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升国旗
仪式在昆明举行。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豪，省委副书记、省长阮成发，省
政协主席李江参加仪式；省委副书
记王予波主持仪式。

上午 8时 30分，升旗仪式在省
委机关大院正式开始。迈着铿锵
有力的步伐，武警战士护卫着鲜艳
的国旗行至旗杆下，全场肃立，伴
随着《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
五星红旗在朝阳中缓缓升起、迎风
舒展。

猎猎红旗下，参加仪式的干部
群众感受祖国发展脉动倍感振奋，

憧憬未来美好生活信心满怀。大家
纷纷表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筚
路蓝缕、奋勇前进。伴随祖国前进的
脚步，云南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要坚定信心、奋发图强，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宏伟
蓝图，接续奋斗，谱写好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云南篇章。省科技

厅厅长董保同说，我们为祖国70年
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倍感自豪，对国
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相信在全
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如期实
现。“云岭楷模”获得者、省消防救援
总队曲靖支队特勤中队一级消防长
董永山表示，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与
队友一同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决完成各项任务，为中国消
防救援事业贡献力量。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获得者、昆明阿惠家政服
务公司董事长毕惠仙说，要把爱岗
敬业、诚实守信的精神发扬好、坚持
好，让更多家庭享受优质服务，让员
工兄弟姐妹有更好的生活。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
厅局，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
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离退休
老干部，云岭楷模与道德模范、劳动
模范，部队先进典型，省直机关职
工，大中小学校师生，公安干警、消
防员，企业职工，武警官兵等约
1500人参加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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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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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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岭大地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
式收听收看大会盛况、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新中国
70华诞。大家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为伟大祖国的发展进步感到无比骄
傲，为祖国的日益强大感到无比自
豪，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充满信心。大家纷纷表示，要
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积极投身伟大的新时
代，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勇于担当作为
省委办公厅机关党委三级调研

员李潮说，作为一名机关党员干部，
一定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好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认真做
好本职工作，为谱写好中国梦的云
南篇章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观看大会盛况电视直播时，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
云和同事们不时挥舞着手中的国
旗。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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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府办公厅党组号召全厅党
员干部职工，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干事
创业的实际行动，牢记作为参谋服务
机关的使命任务，更加奋发有为做好
本职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坚决
保证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落地见效。

省政协副秘书长杨云生表示，
将更加自觉投身祖国建设的伟大事
业，勇于担当、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做好本职工作，践行初心使命，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省纪委省监委干部朱俊伟说，
我从事的事业是党的事业、人民的
事业，我要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用无私的奉献、辛勤的汗水、不懈的
努力，为纪检监察事业努力奋斗，提
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维护
祖国的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收看大会直播时，省委宣传部
机关会议室里不断响起热烈掌声。
省委宣传部对外新闻处处长赖勇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
分展示了我们国家的民族信心，充
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
化自信。

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李建松
回忆：“上世纪 90年代初从保山到
昆明主要乘坐大客车；现在有飞机、
有动车，出行方式越来越多。”组织
部干部职工表示，要紧密团结在党
中央周围，听党指挥，率先垂范，履
职尽责，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情怀，
高质量地做好组织工作。

“我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感
到无比振奋、自豪和喜悦。”省委政
法委维稳指导处主任科员李俊劼难
掩内心的激动。政法系统干部纷纷
表示，要立足本职工作实干苦干、开
拓进取，防范化解风险，维护社会稳
定，为祖国筑牢西南安全屏障，守护

“岁月静好”。
省委统战部民族宗教处处长马

俊说：“在国庆 70周年这个重要节
点，进一步感受到了我国民族大家
庭的温暖和大团结的氛围，增强了
做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
信心和力量，为伟大祖国自豪，为中
华民族点赞。”

省公安厅 90岁的退休干部袁
成说：“看到阅兵式上武器精良、装
备先进，部队训练有素，让我很受教
育和鼓舞，内心澎湃、倍感自豪。公
安工作从初创到提高，从依靠人力
到实现现代化、信息化，越来越高
效，社会更加稳定，治安更加良好，
十分欣慰。”

深秋的梅里雪山下寒风凛冽，
正在214国道担负滇藏线设卡勤务
的武警云南省总队迪庆支队官兵利
用野战影音系统收听收看直播，难
掩心中的自豪。藏族战士此里定主
说：“作为一名武警战士，将立足本
职岗位，努力为维护民族团结、边疆
安宁作出自己的贡献。”

省总工会组织劳模、云岭工匠
和职工代表等集中收看了庆祝大
会。首届云岭工匠、云南国土资源职
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秦忠说：

“作为一名教师，将担负起培养职业
人才的重任，用匠心做好高职教育，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
高技能人才。”

共青团云南省委干部熊媛表
示，作为一名团干部，站在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新起点上，要团结带领
广大云岭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矢志
艰苦奋斗，把青春和汗水播撒在党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把先辈们开
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省妇联机关干部苑恒表示，为
了祖国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我们
这一代人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作为
一名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立足本
职岗位，花心思、下功夫、用巧劲，
主动在实践中检视自己，练就“追求
一流，追赶一流”的心性，不负时代
使命。

着力高质量发展
省市场监管局一名党员表示，

身为市场监管机构其中的一员，感
受到了市场经济环境变得越来越
好，观看阅兵式感受到了新中国的
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
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坚定
了继续为市场监管工作不断努力奋
斗的信心。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干部刘玉
林说：“尽管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
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干部。看了阅兵式
和分列式，内心备受鼓舞，身逢盛世，
国力强盛，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我一定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加倍努力，

为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奉献自己。”
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处长

张学明表示，围绕云南区域水利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我省“十四
五”水利建设将针对防洪、供水、水
生态、水利信息化4大领域，切实做
好补短板、强监管，推进水利高质量
发展。

省交通运输厅职工衡晓周兴奋
地说：“云南综合交通也走过了极为
不平凡的奋斗历程。从山路弯弯到
高速坦途，从蒸汽米轨到动车高铁，
从翻越驼峰到飞机翱翔，从渔舟渡
船到通江达海，从步班邮路到快递
物流……70年的辉煌成就，让我们
倍感自豪。”

10月 1日，云南省公路局坚守
岗位的职工在电视、电脑或手机前，
怀着激动的心情收看了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大家表
示，盛大的国庆阅兵仪式让人激动
万分，热血澎湃，身为中国人，内心
充满骄傲和自豪。

省自然资源厅一名基层员工表
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蕴含着
丰富的人、自然、经济之间的关系，
已逐渐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认识和
行动。坚信之，践行之，是新时代自
然资源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与担当。

国庆期间，省应急管理厅全厅
上下坚守岗位，紧盯安全生产和自
然灾害应急工作，防范化解风险，坚
决遏制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职工
田世林说：“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就必定能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创造
新的更大奇迹。”

省财政厅干部职工表示，我们
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坚守初心，勇担使
命，始终保持激昂的斗争精神，切实
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建设
高质量可持续财政，为推动我省实
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建设中国最
美丽省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能源局干部职工表示，作为
新时代的能源人，将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
源牌”的决策部署，加快发展可再生
能源、清洁能源，努力延伸绿色载能
产业链，培育能源数字经济、能源服
务等新业态，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重要的能源支撑。

全省税务系统干部职工群众通
过电视、手机等收看了大会实况，大
家纷纷表示，将把对党的忠诚，对祖
国的热爱融入到税务工作中，继续
贯彻落实好减税降费这一重大政治
任务，为人民收好每一分税款，为纳
税人贯彻好每一个优惠政策。

省投资促进局干部职工表示，
作为招商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主
动融入国家和全省发展战略，加强
统筹协调、聚焦重点产业、紧扣重大
项目、实施精准招商，全力以赴稳投
资、保规模、提质量、优结构，推动我
省招商引资工作创新发展。

观看完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
祝大会后，省国资委干部职工纷纷
表示，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加
快深化国企改革步伐，全力推动全
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全省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广大干
部职工在观看完国庆盛况直播后，心
情无比自豪和激动。大家表示，全省
工信人将把对祖国的爱转化为推动
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奋斗，开创工
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省民营企业家协会会长花泽飞
表示，我们将努力做好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不断发
展壮大民营经济，协会将一如既往
发挥好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作用，
继续为上千家会员企业做好服务，
共同为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民营企业力量。

风雨同舟，携手前进
“70年沧桑巨变，伟大的祖国

由曾经的羸弱到如今的繁荣富强，
是因为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始
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农工党云南省委主委张宽寿说。

九三学社云南省委主委、省农
科院院长李学林说，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参政党，一定要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好完善好和发展

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做中国共产
党的好参谋、好助手、好同事，不忘
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震撼心魄的礼炮声把我们带
回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向革命先
烈致敬！雄壮的国歌，坚定统一的步
伐，装备精良的威武之师，洋溢着快
乐自信的人民。这就是我的祖国，走
过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省知联会
副会长、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赵乐
静说。

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释明捐法
师说：“观看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
祝大会，由衷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
是多么自豪和骄傲！有幸在此盛世，
能从民族宗教的角度，参与到把祖
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和谐稳定
而自豪！在未来，必将更加努力，积
极投身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中去！”

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代俊峰阿訇说：“作为宗教界人士，
70年来的成就让我们坚定了听党话、
跟党走的决心，坚定了坚持宗教中国
化方向的信心，讲好中国宗教故事，
做一名荣耀的中国穆斯林。”

省政协委员、香港同胞殷玮荃
说:“站在 70年的起点出发，我们伟
大的祖国和人民再次踏上新征途。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无论乱
云飞渡，风吹雨打，中国必以坚如磐
石的信心和毅力，完成民族复兴的
伟大征途。”

省政协委员、台湾同胞苏允恺
说，“祖国的强大让我内心澎湃、无比
震撼，更让我感动万分。凝心聚力、同
心圆梦，作为中国人，我骄傲、我自
豪。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
幸福快乐。祖国万岁！人民万岁！”

旅瑞藏胞杰素丹珍说：“正是因
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才
有了迪庆藏区70年的巨变，才有了
各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也只有
跟着共产党走，各族人民才会有更
加光明灿烂的美好未来。”

“作为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的
一分子，应扎实工作，努力拼搏，为
社会和谐和进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省政协委员、省律师协会副会
长徐国功说。

“在目前的大好环境下，我们应
该抓住机会，听党话，跟党走，守法经
营，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到脱贫
攻坚当中去。围绕推动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通过创新产业升级，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省工商联副主席、昊邦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彪说。

本报记者 张寅 瞿姝宁 陈晓波
张潇予 左超 尹瑞峰 谢进

李翕坚 朱丹 王淑娟 李承韩
段晓瑞 李继洪 胡晓蓉 程三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引起热烈反响——

始终牢记初心使命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1010月月11日日，，昆百大广场前昆百大广场前，，市民驻足观看庆祝大会实况市民驻足观看庆祝大会实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顾彬顾彬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