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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纪念
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 9日上午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 周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人民正
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
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
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
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
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
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共同奋斗。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重热
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辛亥
革命110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
是孙中山先生画像，10面红旗分列
两侧，上面悬挂的“1911”“2021”字
标格外醒目。

上午 10时，大会开始。全体起
立，高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
重要讲话。他强调，孙中山先生是
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
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
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
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
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
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
立的里程碑。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
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

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
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
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孙中
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
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
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
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
为现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

习近平强调，今天，经过长期奋
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
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
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
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
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
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
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
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
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
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
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
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要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增强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
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新的征程
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动摇，继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志不改、道
不变的决心，牢牢把中国发展进步
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
革和扩大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
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推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
英勇奋斗。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历史
机遇，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
危，保持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勇于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意志
品质，坚决战胜任何有可能阻碍中
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
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
上一切风险挑战。新的征程上，我
们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
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
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紧
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坚持
大团结大联合，不断巩固和发展最
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广泛凝聚中
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形成海内
外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襄民

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局面。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
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
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完善全
球治理体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共
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类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因民族
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
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
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
共同意志。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
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坚持“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同胞
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
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荣伟业。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
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凡是数
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
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台湾问题纯
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
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
能够实现。

（下转二版）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主持

本报讯 （张孚传）今年以来，
浙江省红十字会认真贯彻省委“深
化拓展‘三服务’、凝心聚力‘十四
五’”活动部署，着眼惠民惠企，聚焦
主责主业，大力推进省文明委 2021
年重点工作项目——“千百万”服务
活动。截至 9 月底，全系统已开展

“千家企业员工应急救护技能大提
升”2201场，进企业2060家，培训企
业员工超过 12.66万人次；实施“百
个博爱公益项目送关爱”项目 327
个，投入款物 5048.59万元，受益群
众达 22.64万人次；开展“万场志愿
服务在基层”1.71万场次，服务时长
超过24.38万小时。

省红十字会将开展“千百万”活
动列为 2021年度重点工作，专门制
定下发 2021 年度全省红十字系统

“千百万”服务活动指导性目标，细
化任务分工，动员各级红十字会、会
员、志愿者共同参与服务活动，为群
众办实事、做好事。助力省政府推
进第二轮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行
动，联合省总工会开展“关爱生命
惠民惠企”活动，在 1000 多家重点
企业、高危企业开展应急救护普及
培训或救护员培训。在 2021年“红
十字‘99 公益日’总动员”行动期
间，策划推出“红十字博爱家园”等
4个公益项目，全省69个市、县（市、

区）红十字会和13支红十字救援队
联合推出18个公益项目、95个子计
划，募集善款408.33万元。

省红十字会还积极实施具有辨
识度的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投入
50万元扶持资金，资助第五轮“情暖
浙江·红十字志愿服务”30个项目，
带动各地投入志愿服务项目资金
600余万元，依托项目把红十字涉民
事项延伸到基层，确保群众受惠受
益。在抗击台风“烟花”中，全省救
援队共出动 1400次，投入救援志愿
者 8148人次，累计救援时间超 2.65
万小时，惠及群众4.12万人，充分发
挥了“救灾救援轻骑兵”作用。

浙江红会深入开展“千百万”服务活动

本报讯 （宗宣）10月 4日至 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红
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
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在京
出席国际联合会第44次领导委员
会视频会议。

会议听取了红十字会与红新
月会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
联合会”）主席、各副主席、秘书长
及财务委员会、审计与风险委员
会、青年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等法
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批准了国际
联合会 2022 年预算，并就国际联
合会第 23 届全体大会筹备、国家
红会财务可持续性、《塞维利亚协
议》修订、志愿服务政策、青年人精

神健康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通
过相关决议。

会议期间，陈竺作国际联合会
副主席报告，他对国际联合会支持
成员国红会有效应对当前人道主
义挑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肯
定，呼吁国际联合会秘书处与各国
红会在实现疫苗合理公平分配、加
强对志愿者的培训与保护以及确
保自身财务可持续性发展等重点
领域加大投入力度，鼓励各国红会
积极开展对话与交流，共同携手在
全球范围内提供高质量的人道主
义服务。

中国红十字会副监事长李立
东陪同出席。

陈竺出席国际联合会领导委员会视频会议

本报讯（白洁）9月29日，“益
童呼吸”黄雪仪儿童呼吸公益专项
启动仪式在重庆市红十字会举行。
该项目由来自香港的爱心人士黄
雪仪女士向重庆市儿童医疗救助
基金会捐资 200 万元设立。重庆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李如元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益童呼吸”黄雪仪儿童呼吸
公益专项是重庆首个专门针对儿
童呼吸疾病所设立的医疗救助项
目。按照计划，项目一年内预计救
助 100 名经济困难家庭危重呼吸
疾病及哮喘患儿，同时将组织4所
定点合作医院的呼吸科专家深入
全市中小学、社区、基层医院等开
展科普宣教和早期筛查工作，预计
直接受益人数超千人。凡在 4 所

定点合作医院就诊、符合条件的患
儿可获得 5000 元至 30000 元不等
的医疗援助款。

启动仪式现场，黄雪仪通过视
频分享了自己帮助患有呼吸疾病
的困难儿童的故事，并介绍了设立
公益专项的原因。除了 200 万元
以外，黄雪仪女士所在的弓立医疗
所生产的儿童口罩也将作为公益
宝贝，从每袋口罩的销售利润里拿
出 10 分钱捐赠给“益童呼吸”项
目，让项目持续为更多患病贫困儿
童提供帮助。

活动现场还对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陆军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巴南区人民医院、大足
区人民医院等 4 家救助项目定点
合作医院进行了授牌。

重庆首个儿童呼吸疾病公益项目启动

本报讯（涂文涛）9月28日至
29 日，湖北省红十字会举办第六
届湖北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
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杨云彦出
席并宣布开幕。省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涂明珍及全体党
组成员观摩决赛赛事、出席闭幕式
并为获奖队员和参赛队颁奖。

来自全省 17 个市州共计 119
名选手参赛。大赛分为初赛和决
赛两个阶段，考察选手心肺复苏、
创伤救护、救护演讲、理论知识等
各方面能力。除交通事故外，决赛
现场还模拟地震灾害、火灾事故、
踩踏事故、意外触电、运动伤害等
事故场景，进行了场景演练。

经过紧张的预赛和决赛环节，

宜昌市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
与往届相比，此次比赛增加了自动
体外除颤仪（AED）的使用考察。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
会长蔡卿介绍，《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将“鼓励开展群
众性应急救护培训”列为重点任
务。近年来，全省红十字会系统积
极履职尽责，大力传播和普及应急
救护知识与技能，已累计培训救护
师资 6622人、红十字救护员 29.45
万人，宣传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455
万人次。

大赛现场，爱心企业善时国际
医疗集团有限公司还向省内 178
家医疗机构捐赠价值1.7亿余元的
医疗器械。

湖北举办第六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

本报讯（孟德涛）9月26日至
29 日，河北省第六届红十字应急
救护大赛成功举办。来自石家庄、
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唐山、廊坊、
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定州市以
及河北医科大学共12支代表队参
赛。

本次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
个阶段进行。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预赛采用录像评选的方式，各队代
表携带比赛录像到达现场进行抽
签，评委组按照顺序依次观看录像
并打分，经过评审，石家庄、廊坊、
秦皇岛、定州、唐山、承德市6支代
表队脱颖而出，闯进决赛。

决赛共分为理论知识竞赛（必
答、抢答、快问快答）、救护演讲和场

景演练三部分。其中，理论知识竞
赛环节宣传和普及红十字救护知
识；救护演讲让更多群众聆听红十
字好声音、了解红十字故事；救护场
景演练贴近现实生活中的交通事
故、地震、火灾、踩踏、触电、运动伤
害现场等场景,现场模拟呼吸心跳
骤停、烧烫伤等伤情 ,检验了各参赛
队的实战能力。

近年来，河北省各级红十字会
把应急救护培训作为保护人的生
命和健康、促进社会公共安全的重
要抓手，不断拓宽“五进”路径，全
省每年普及培训 30 万人次，累计
培训大学生47万名、救护员6.4万
名，逐步建立起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的应急救护师资队伍。

河北举办第六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

本报讯（张晓帆）9月27日至
28 日，河南省红十字会在郑州召
开 2021年全省“红会送医计划”项
目推进会。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专职副会长万英，党组成员、二级
巡视员郭巧敏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今年是“红会送医
计划”项目实施的第七个年头，面
对“7·20”特大洪灾和新冠肺炎疫
情的双重考验，要以时不我待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继续推动“红会送医
计划”保质保量落实。一要提高站
位，砥砺服务人民的初心意识，继

续保持做好“红会送医计划”的定
力和韧劲。二要加强统筹，明确项
目落实的路径方法，加强协调周密
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志愿服务队
的作用，让受助单位和基层群众切
实感受到送医带来的实惠。三要
拓宽思路，提高干好工作的能力水
准，用贴心、务实、高效的工作成果
向人民群众、向省委省政府交出一
份合格的答卷。

会议总结了 2021年上半年全
省“红会送医计划”工作，安排部署
了第四季度工作任务。

河南红会召开“红会送医计划”项目推进会

本报讯 （粤红）9 月 27 日，广
东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会议在
广州举行。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史先东出席会议并讲
话，21 个地市红十字会、血站、医
院及部分区县红十字会人员共 70
多人参加。

会议授予深圳、广州、东莞、中
山、佛山、汕尾、梅州、河源等 8 个
地方单位“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年
度优质工作站”称号。

截至今年 9月底，广东分库库
容量达 12 万人份，累计捐献造血
干细胞1200例。

广东召开2021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会

10 月 5 日至 7 日，浙江省红
十字会组织 20 余名应急救护培
训师和红十字志愿者，走进省科
技馆为进馆参观的青少年普及心
肺复苏术、止血、包扎等急救知识
和技能。

国庆期间，绍兴、武义等地红
十字会也积极行动起来，组织红
十字志愿者、救护培训师资在绍
兴鲁迅故里、武义牛头山、大红岩
等景区的红十字救护站，开展志
愿服务。

（李伊平）

这个国庆有点“忙”

本报讯（青红）9月26日，青
海省红十字会开展2021年红十字
救援队设备应用培训及演练活动,
助力全省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
代化，不断强化红十字应急救援
体系建设。

近年来，青海省红十字会坚
持“因地制宜，规模适度；志愿服
务，一专多能；统筹规划，分步实
施”的原则，在总会和省委省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全面推进救援队
组织体系、工作机制、预案制度、
物资装备、保障机制等各项能力
建设，逐步形成管理规范、运转高
效的红十字救援队体系，在省内
外救援任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青海开展救援队设备应用培训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