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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 23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我国技能选手在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取得佳绩作出重要指示，向我国参赛选手
和从事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
烈祝贺。

习近平强调，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工人队伍是
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
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大力
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
才。要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习近平指出，我国将举办 2021 年上海
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要做好各项筹备和
组织工作，加强同各国在技能领域的交流
互鉴，展示我国职业技能培训成就和水平，
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
技能大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作出批示指出，技能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资
源，是促进产业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撑。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更加重视技能人才培养，实施好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紧扣需求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办好技工院校，完善技术工人职业发
展机制和政策，使更多社会需要的技能人
才、大国工匠不断涌现，依托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促进新动能成长壮大和就业增加。同
时，要加强技能领域国际合作，做好第 46届
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推动形成广大青年
学习技能、报效国家的浓厚氛围。

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总结大会 23
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重
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并致辞。他在致辞中
指出，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
成部分，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为广大技
能劳动者成长成才创造条件。要开展大规
模职业技能培训，健全培养、使用、评价、激
励机制，全力办好在上海举办的第 46 届世
界技能大赛。希望参赛选手坚守初心，在
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成
绩，作出更大贡献。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
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今年 8 月，在俄
罗斯喀山举行的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我国选手共获得 16 金 14 银 5 铜和 17 个优
胜奖，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团体总分第一
名。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 2021年 9月
在上海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9月 23日是
秋分日，我国迎来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电视台农业农
村频道，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
农”一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并热
烈祝贺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正式开播。

习近平指出，春种秋收，天道酬勤。
农业根基稳，发展底气足。“三农”领域的
成就，是全党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是广大农民和农业战线工作者辛勤劳
作的结果。在此，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
在“三农”一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
候。

习近平对中央电视台农业农村频道

正式开播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他们深
入宣传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
针和工作部署，深入宣传农业农村农民在
新时代的新气象新面貌，在全社会营造关
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
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我国农业农
村改革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8
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
民丰收节”，这是我国在国家层面为农民
设立的第一个节日。中央电视台农业农
村频道是我国首个面向“三农”的国家级
全媒体频道，以深入宣传乡村振兴、脱贫
攻坚和建设美丽中国等为重点，9月 23日
正式开播，每日播出 18小时。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
日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
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大型成就展”。他强调，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
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
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70 年来我国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
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
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
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
中国走向繁荣富强。70年后再出发，而今
迈步从头越。要展示好、宣传好新中国波

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感天动地的辉煌成
就、弥足珍贵的经验启示，激励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一
致、锐意进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进。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参观展览。

下午 4时 10分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同志来到北京展览馆，步入展厅参观
展览。展览以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
题，以编年体为时间主线，安排设计了 5个
部分，并体现历次党代会和重要中央全
会、五年规划（计划）等方面的跨段主线，
选择 150 个“新中国第一”进行展示，每 10

年设置英雄模范人物墙，充分运用声光电
等多媒体科技展示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呈
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实现的伟大跨
越，清晰展现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深刻揭示
新中国 70年巨变背后的深刻道理。

记录开国大典历史时刻的影像，纪念
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
通车的浮雕，定格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瞬间的照片，寓意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几代人命运得以改
变的场景，展现安徽小岗村 18 户农民在

“大包干”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的群像，反
映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旧貌换新颜的视频，
显现 1998年抗洪抢险中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的场面，再现北京奥运会盛况的光影设
计，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

模型，展现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说明，反
映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体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生动实践的沙盘，展示人民
军队官兵在强军目标指引下奋勇前进的
展板，呈现脱贫攻坚新进展的实景，描绘
区域发展战略的地图，模拟月球车、“天
眼”等的模型，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
大桥模型，体现全方位外交的展板……展
览长廊犹如时光隧道，一张张图片展板、
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一项
项互动体验，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
目光，他们不时驻足观看，认真听取讲解，
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
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参观
了展览。

据新华社沈阳9月23日电 夏北浩，
1938 出生于广东新会。旧社会的童年生
活带给他无尽的苦难，他的奶奶、父亲和
两个姐姐先后被饿死，哥哥为逃“壮丁”
不得不远走他乡，年幼的夏北浩跟着母亲
下地耕田谋生。1949 年，随着家乡解放，
夏北浩家里也终于分了田地，一家人终于
不再为生计发愁。正是这段经历，让夏北
浩对党、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立志为党
和人民做点事。

1957 年，经过多次报名，夏北浩终于
如愿以偿参军入伍，分配到空军航空学校
学习机务。从只有初中文化、普通话都听
不懂的少年，成长为门门功课 5分的优秀
毕业学员。1959 年，夏北浩分配到空军
原航空兵某师任机械员。当战士期间，他
先后荣立三等功 3次，二等功 1次。

1962 年，夏北浩任职机械师。在担
任机械师期间，夏北浩针对当时飞行事故
频发的情况，认真学习《飞机统一检查条
例》。当时，部队有一架飞机经常发生故
障，夏北浩主动申请当这架飞机的机械
师，按照规程严格对飞机进行检查，最终
使这架飞机成了样板机，并在此基础上总
结出一套自己的检查维护方法。

1963 年，夏北浩所在师组织机组办
学，从全师抽调机务尖子一起学习研究。
夏北浩抓住机会向战友们请教学习，不断

完善自己的检查方法。1964 年，汇集群
众智慧的“夏北浩检查法”正式诞生，并
先后在原沈阳军区空军和全空军推广，极
大提升了航空机务维护质量。夏北浩的

“三负责”精神，成了机务战线上一面不
倒的旗帜。

1964 年，夏北浩被空军党委授予
“机械师尖兵”荣誉称号，先后当选为中
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

多年来，一代代航空机务人始终学
习“夏北浩检查法”，传承夏北浩精神。
2003 年，在夏北浩精神发源地，北部战
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务三中队官兵在

“夏北浩检查法”的基础上总结出“新夏
北浩检查法”，再次在全空军推开。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夏北浩模范机务中
队”机械师高东垒说：“现在装备越来越
先进，但是夏北浩精神历久弥新，越先
进的装备，越需要我们大力传承好夏北
浩精神，当好夏北浩传人，确保装备万
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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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 ，列
车驶进西安机场城
际 轨 道 空 港 新 城
站。

西安北至机场
城际轨道连接西安
北站和西安咸阳国
际 机 场 ，全 长 29.3
千米，共设车站 10
处，全程运行时间
33 分 钟 。 目 前 项
目已建设完工，将
于近期正式开通运
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