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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赞歌冲云霄，万众一心向前进！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侧记

新华社记者张晓松 邹伟 梅世雄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70 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
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
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
道，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今天，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仍旧以雄赳赳、气昂昂的精神状
态，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继续奋勇前进。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上午，各界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这是最高规格的纪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是万众瞩目的时刻——亿万人民共同回望气壮山河
的英雄史诗，
激荡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人民殿堂，灯火辉煌。20 位耄耋老人胸前佩戴着“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汇聚一堂。
纪念大会召开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来到这里，同他们亲切
会见并合影留念。
他们中有荣立特等功的骁勇战将，有多次负伤的战斗
英雄，有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有深入火线的战场记者……
年龄最大的 95 岁，最小的也已经 83 岁。这些历经战火洗礼
的老战士、老同志，虽然白发苍苍，
依然精神矍铄。
年逾九旬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李延年，身着 65 式军装，胸
前挂满勋章。一年前，就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向他
颁授了国家最高荣誉——
“共和国勋章”。今天，他再次见到
总书记，难掩心中的激动。
“感谢党中央和总书记对老战士、老同志的关心，感谢
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现在的和平安宁，是烈士的鲜血换来
的。荣誉属于所有烈士！”抗美援朝战场上，李延年曾带领战
友夺回失守的高地，顶住敌人多次反扑，荣立特等功。此刻，
他目光炯炯，
一如当年的果敢坚毅。
万人大礼堂内，气氛庄严而热烈。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悬挂国徽，国徽下方是
“1950-2020”白色字标，10 面红旗分列两侧。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 人们的深深敬仰。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解放军和
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武警部队官兵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与会代表依次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
就座。
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当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等代表步入会场，
全面回顾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巨大贡献，
人们不约而同站起身来，以长达 10 分钟的热烈掌声，向抗美 深刻阐述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精辟
援朝、保家卫国的人民英雄由衷致敬，向那段战火纷飞、艰 揭示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启示，郑重宣示捍卫国家领土主
苦卓绝的光辉岁月由衷致敬。
权和统一、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70 年前的那场战争，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中国人民 同体的坚定立场和意志。
志愿军在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同朝鲜军民密切配
“回望 70 年前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血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瞻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全国各族人民 我们无比坚定、无比自信。
”
由衷称赞志愿军将士为
“最可爱的人”
！
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通过电波传向四海，鼓
70 载岁月洗礼，
历史的记忆从未褪色。
舞着亿万中华儿女不畏艰难险阻、继续奋发图强，也向世界
“那么多战友牺牲了，再也不能回到祖国……”85 岁高 展现出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坚定、自信。
龄、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老战士范志伦抚着胸前的
会场内，人们用一浪高过一浪的热烈掌声，表达对习近
纪念章，眼眶湿红，
“ 这么多年来，我总是会想起他们。我们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高度认同和强烈共鸣。
这些活着的人，今天就是代表他们来的。
”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歌
10 时整，纪念大会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全 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场。
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将会场气氛又一次推向高
71 年前，正是伴随着这首战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 潮。
立。然而，仅仅一年后，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帝国主义侵略者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更不会忘记当年那段峥嵘岁
将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头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极端 月。”走出会场，先后参加过开国大典和 1954 年、1984 年、
困难的条件下，慷慨应战，历经两年零 9 个月，赢得了抗美援 2019 年国庆阅兵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于志明仍然激动不已，
朝战争伟大胜利，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彰显了新中国 “作为一名老兵，我要领会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离休
的大国地位。
不离岗，退休不褪色，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身边人讲述志愿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军的英雄事迹、共和国的辉煌成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
国歌声中，久经沙场的老战士手抚胸前勋章，他们中不
援疆 3 年刚刚返京的青年干部李辉说：
“70 年前，新中
少人流下了热泪。
国青年一代高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旗帜浴血奋战，为刚
国歌唱毕，全体与会人员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 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赢得和平与荣光。今天，面对百年未有
牲的烈士默哀。
之大变局，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也要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
70 年来，人们始终缅怀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
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
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用胸膛堵
“70 年前的那场战争，志愿军前辈‘钢少气多’却打败了
住枪眼、为战友冲锋开辟通道的黄继光，严守潜伏纪律、忍 强敌。现在我们‘钢’多了，
‘气’要更足。”现场聆听了习近平
受烈火烧身直至壮烈牺牲的邱少云……在抗美援朝战争 主席的重要讲话，海军某部干部赵炜倍感振奋，
“ 新时代革
中，先后有 290 万志愿军将士赴朝参战。他们舍生忘死、浴血 命军人要继承和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聚
奋战，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19.7 万千多名英雄儿女 焦备战打仗、苦练打赢本领，为实现强军梦中国梦贡献全部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永远受到 力量，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3 日电）

各地今年已向困难群众
发放临时补贴 190.9 亿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3 日电（记者王鹏 孙少龙）记者从
23 日召开的民政部 2020 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今年 1 月至 9 月，各地已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
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资金 190.9 亿元，惠及 3.1 亿
人次。同时，6 月至 8 月间因疫情影响新纳入低保 205.5 万
人，开展临时救助 199.3 万人次。
据了解，民政部通过指导地方落实 《关于进一步做
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 要求，及时将低
收入家庭中的重残人员、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纳入
低保范围。对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符合条件的生
活困难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通过发放一次性临时
救助金，帮助其渡过生活难关。同时，落实社会救助和
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及时发放价格临时
补贴，会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社会救助与就业和社会保
险等信息共享核查工作，实现社会救助对象社会保险、
就业等相关信息共享。

1.2 亿人受惠！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全面完成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3 日电 （记者姜琳）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 23 日在人社部三季度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我国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作已全面
完成，惠及退休人员超过 1.2 亿人。
据卢爱红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社保制度改革持续
深化。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全面推进，已有 26 个省份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工作顺利开展，前三季度资
金已缴拨到位。
截至 9 月末，社保卡持卡人数 13.25 亿人，覆盖我国
94.6%人口，电子社保卡累计签发 2.55 亿张。全国基本养
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9.87 亿人、2.12 亿
人、2.63 亿人，均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三项社
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9 月末累计结余 6.28 万亿元。

海域续期公示

声

根据大连阿大海产养殖有限公司、陈先大等用海户的申请，
我局拟为上述用海户办理海域续期手续，现将海域续期情况公
示如下：
一、海域位置
续期海域位于西杨乡渤海村毗邻海域。
二、用途与方式
海域使用用途为农业养殖用海，
用海方式为围海养殖。
三、海域四至
序号
东经
北纬
备注
1
39°55′52.087″
121°43′0.483″
西北
2
39°55′55.055″
121°45′5.89″
东北
3
39°55′46.085″
121°45′23.429″
南
4
39°54′46.831″
121°45′24.872″
东南
5
39°55′4.953″
121°42′49.615″
西南
四、凡是与公示海域有权属位置交叉重叠关系的用海户，在
公示期登报 15 日内与我局联系，过期我局将依法办理。
联系电话：0411-85610730
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10 月 20 日

卢爱红表示，截至 9 月末，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
项社会保险共为企业减免社保费 9107 亿元，缓缴社保费
616 亿元，社保“免减缓”政策成效持续显现。此外，人
社部门简化失业保险申领手续，上线网上申领全国统一
入口，加快推进落实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失业农民
工临时生活补助政策。
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方面，截至 9 月末，我国已
有 24 个省份启动基金委托投资，合同金额 1.1 万亿元，
到账 9757 亿元，其中 21 个省份启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基金委托投资工作。
社保经办管理服务方面，截至 9 月末，国家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社保查询、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养
老金测算、资格认证等全国性、跨地区的 9 类 27 项社保
公共服务，推动网上服务事项应上尽上。

明

曲立国 000421 号房照丢失，声明作废。
吴超21021319920517561743号残疾人证丢失，
声明作废。
魏永勤将编号为 E0460 号残疾人免费乘车证丢失，声
明作废。
由大连市金州区妇幼保健院签发的编号为 J210055621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由大连市金州区妇幼保健院签发的编号为 I210315347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陈远杰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具的住院结算
发 票 二 张 丢 失 ，发 票 号 码 分 别 为 1902072706（金 额 为
7983.38 元）、1902072705（金额为 48135.10 元），
特此声明。
大连市金州区第四人民医院 122102134224302979 号
税务登记证副本（2017 年 4 月 10 日核发）丢失，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大连金普新区正博文化艺术培训学校（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52210213MJ3046599D）拟注销，
有债权债务速联系。

土地确权公告
为实施城市规划，加快城市发展建设，现拟对沙河口区 （籍）字第 26 号，并经我局初步审核，拟确权红旗街道湾家村
鸡爪沟改造项目和红凌路污水处理厂及外围配套建设工程 村集体所有权面积（A 区）约 12670 平方米；
拟确权国有土地
场外道路工程进行土地确权。
所有权面积（B 区）约 9030 平方米。
沙河口区鸡爪沟改造项目（具体范围详见附图Ⅰ），地
如对上述范围土地权属存在异议的有关单位或个人，
块范围线内面积约 25960 平方米。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 请在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以书面形式（集体土地所有权有异
和使用权若干规定》(1995)国土（籍）字第 26 号，并经我局初 议的向甘井子自然资源分局、国有土地所有权有异议的向
步审核，
拟确权红旗街道湾家村村集体所有权面积（A 区）约 沙河口自然资源分局）反映。逾期不申请，将按确权公告结
17810 平方米；拟确权国有土地所有权面积（B 区）约 8150 果实施。
平方米。
特此公告。
红凌路污水处理厂及外围配套建设工程场外道路工程
联系人：
杨显慧（甘井子） 联系电话：
86890932
（具体范围详见附图Ⅱ），地块范围线内面积约 21700 平方
联系人：
任岩 （沙河口）
联系电话：
39612559
米。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1995)国土
大连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10 月 22 日

声

明

大连沐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210212000006698 号公
章丢失作废。
大连寺冈重工有限公司 2102122000625 号公章丢失作
废。

减资公告
大连博宇重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减资为 60 万
元整，
有债权债务速联系。

通

明

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牧羊城村村民于学东所属的辽大旅渔 51630 号渔船渔业船舶所有权证
书丢失，证书编号为(辽大旅)船登(权)(2018)HY-000005 号、现于学东向旅顺渔港监督提出补
发，
有异议者请在 15 日内向上述部门提出，
逾期无异议，按规定补发，联系电话：
86358829。
申请人：
于学东

2020 年 10 月 24 日

声

回眸
“十三五”
·迎接五中全会

着力增进人民福祉
共同迈入小康社会

——回眸“十三五”系列述评之共
享发展篇
新华社记者樊曦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
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2020 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
“十三五”即将收官，
“十四五”
正待起航。
回眸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
项民生事业迈上新台阶，民生保障更加坚强有力，一幅写满百姓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画卷徐徐展开。

人民至上，
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接近 10 月 17 日零时，青岛市宣布，全员核酸检测基本完
成，10899145 个核酸样本检测均出结果，除此前公布的确诊病
例外，
无新增阳性样本。
120 小时！青岛市抓住此次疫情处置“黄金窗口期”，果断
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并全力救治确诊患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全国范围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
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到部署强
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
“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始终是最坚定的指导思想。
“人民”二字，
串起了
“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脉络。
在位于秦岭深处的陕西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村民肖青松
的日子这两年越过越红火。在当地和央企中铁一局帮扶下，这
个曾经的贫困村建起了智能木耳大棚、木耳培训中心等项目。
肖青松承包了 4 万袋地栽木耳，去年一年就挣了 5 万元。家里
装修了老房子，还开了一个农家乐。
截至今年 9 月，金米村电商平台网上销售木耳 2300 万元。
“产业扶贫，重在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让群众受益，实现持续
稳定增收。”中铁一局工会主席王力说。
以人民为中心，保民生、惠民生，
“十三五”时期各项民生指
标不断改善。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 十三五”时期我国超过
5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贫困发生率从 2016 年的
4.5%下降至 2019年的 0.6%，
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30733 元，
比 2015 年增长 39.9%。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快推进。2016 年至 2019 年全
国棚户区改造开工累计 2157 万套。

补齐短板，多措并举回应民生关切
近日，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 220 千伏常青输变电工
程成功投运。
据建设单位国网温州市洞头区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朱
圣敏介绍，常青输变电工程投运后，温州实现县域 220 千伏变电
站全覆盖。
“工程建成后进一步完善了温州电网结构，为当地居民生产
生活和旅游业、
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能源保障。
”
他说。
关注民生，就是要聚焦民生短板，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
“十三五”以来，我国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特别是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疫情带来
的冲击，我国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一系
列兜牢基本民生底线的清单任务直指民生关切：
——城镇新增就业 900 万人以上；
——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 30 元；
——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
——将参保不足 1 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
障；
——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
返乡人员及时纳入低保……
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回应民生热点难点。一项项目标，就
是一个个任务，就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
在边陲省份新疆，
“村村有医生”不再是梦想。截至 2019 年
底，
新疆已实现898个乡镇卫生院、
8602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全
覆盖，
全面消除1795所村医
“空白点”
，
实现了村村有合格村医。

着眼未来，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知

2020 年 10 月 21 日本村民委员会就转让供热资产(包括燃煤蒸汽锅炉
【20T╱H、10T╱H 各一台】；箱式配电柜一台；电动门一台)与大连旅顺港
华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签订《资产收购协议》，现对转让变更前的债权债务
(包括抵押和担保)和有关的经济纠纷进行清理，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
五天内，凡属上述供热资产之债权人均可向本村委会申报债权，并可凭有
效债权文件及凭证进行登记确认。
特此公告。
上述债权申报联系人：刘庆伟
联系电话：13009487555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办事处李家沟村村民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22 日

声

03

明

徐晓丽（身份证：210222196505111765），2017（第二
季度）办理的金普新区残疾人免费乘车证丢失，声明作废。

接待国内游客 6.37 亿人次、铁路日均发送旅客 1153 万人
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665.6 亿元……
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假期，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中国发展的
底气，
更让人们看到百姓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的信心
和支持就是国家奋进的力量。
今年 8 月，
“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上意见征求活
动。通过互联网就“十四五”规划编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和建
议，在我国五年规划编制史上是第一次。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
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民生无小事，
枝叶总关情。
“十三五”
时期，
我国各项民生事业不断繁荣发展。2019 年，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4.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50%，劳
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7 年。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
平不断提高，
居民平均预期寿命 2019年达 77.3岁。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
人们期待，
以五年规划为起点，
新的蓝图将描绘更亮丽的民生底色。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大连大圣金丝猴饮料有限公司，210282000003654 号

声

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瓦房店嘉嘉隆商贸有限公司城子坦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210282MA10KPRN62，
税控盘丢失，
声明作废。
普区墨盘街道办事处河沿村下大院屯王生顺，
泥平 4 间，
面积：
92.46平方米，
土地使用证：
（91）5844号丢失，
声明作废。

姚秀莲和赵井宇之女赵茜薇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 G210135600，声明作废。
石磊和杨群山之女杨雪艺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C210195845，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普区大刘家街道办事处洼店村洼店屯段长有，平房 4
间，面积：
63.10 平方米，房照：
（94）048 号丢失，
声明作废。
普区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河西社区曲屯曲德珍，
砖混 4 间，

大连大牧鲜羊火锅有限公司拟注销，有债权债务速联
系。

面积：
88平方米，
土地使用证：
（91）04042号丢失，
声明作废。
普区大谭街道办事处下沟村林屯林福阳，平房 6 间，面
积：99.36 平方米，土地使用证：
（91）2829（220607034）号丢
失，声明作废。

明

通 告
鞍钢矿山公司附属企业公司复州湾建材总厂在职和退休职工：
按照鞍钢集团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安排，职工与企业签
订《和解协议书》期限为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0

注销公告
大连弘杨家禽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210282341
0864632，
企业拟注销，有债务债权速联系。

日。望广大职工及时到厂签订，
否则一切后果由职工自行承担。
特此通告。
鞍钢矿山公司附属企业公司复州湾建材总厂
2020 年 10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