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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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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
全体同志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
民志愿军发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勇往直前，浴血奋战，为保家卫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志
愿军将士及英雄模范们的功绩，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习近平指出，60多年来，你们坚持爱党、信党、跟党走，
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活动，继续为党和人民
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现了初心不改、奋斗不止的精神。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时代

是成就英雄的时代。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
雄、关爱英雄，大力弘扬英雄精神，汇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始建于1951年，先后集中
供养了 2800 多名伤残军人，其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约
2200人。60多年来，该院伤残军人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

难，力所能及为祖国建设作贡献，义务做传统教育报告近万
场，受众300余万人次，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2019年，该
院被表彰为“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近日，该院志
愿军老战士涂伯毅代表全体伤残军人给习近平主席写信，
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表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本色，
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的决心。

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信

习近平：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将于23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
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
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系列高级
别会议上的讲话》 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
店发行。该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
别会议上发表的《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在第七十五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
话》《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
四篇重要讲话。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23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
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早晨，迎着阳光，雨君飞快地走
过北京的街道和人群，奔向工作岗
位。作为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她刚入
职一家国企两个多月：“第一份工作达
到了预期，而且能不停学习新东西，
每天都元气满满！”

傍晚，追着余晖，陈胜驾车驶过
武汉的路和桥。一天的忙碌过后，等
待他的是孩子们的欢闹。今年有了二
孩，陈胜也跳槽升了职：“没想到疫情
期间换工作也挺顺利，要带着同事
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闯出一片天！”

有人初入职场，有人创新创业，有
人谋到新职位，有人做起兼职副业……
在 7 亿多就业人员组成的大市场里，就
业的故事丰富多彩，又扣人心弦。

就业是民生之本。“十三五”期
间，中国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看整体，就业形势持续保持稳定，5年
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 6000 万人；看细
部，新动能、新业态、新亮点涌现，
不断创造着就业新篇章。

点滴变化，映射在工作日常，体
悟在百姓心间。

“员工多了，产能上来了，订单排
产才跟得上！”在广东佛山一家主打中
高端电动自行车外贸的公司，今年以
来，厂房扩大了近4倍，员工数量也在
不断增加。公司运营负责人何冲说，
今年以来，公司产品在欧美非常畅
销，基本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借助

国内产业链齐全、上下游配套完整以
及产业集群优势，中国制造正赢得海
外客户。

从 笔 记 本 、 平 板 电 脑 、 医 疗 器
械、纺织、机电产品的批量出口，到
智能手机、绿色家电、母婴用品、养
生保健等消费升级类产品的强劲需
求，一笔笔新订单背后，是就业岗位
的增加。

——这 5 年，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
长，带动就业规模持续扩大。2019 年，
国内生产总值增加至近百万亿元，2016
年至2019年，中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
业 5378 万人，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保持
1300万人以上。

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 47 岁、
来自山西天镇县的温瑞林没闲着。作
为一名资深月嫂，她服务的客户一家接
着一家，报酬也从早先的六七千元涨到
上万元。多年前，从未走出大山，“连跟
人交流都胆怯”的温瑞林没想过，40 多
岁时还能迎来职业的“黄金期”。她做
好了打算：“只要客户需要，哪里都能
去，干到不能工作再‘退休’。”

如今在中国，像温瑞林这样的家
政从业人员有超过 3000 万人。随着家
政、餐饮、住宿、旅游、教育、医疗
等生活性服务业和金融、信息、科
技、商务、流通等生产性服务业大发
展，普通人就业有了新归宿。近年，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
长，为何就业始终保持平稳？部分答
案就在其中。

——这 5 年，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带动就业能力更强。进入“十三五”
以来，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点，
对应的城镇新增就业是190万人次，这
比“十二五”时期平均增加了 30 万人

次。截至2019年末，全国7.7亿就业人
员中，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升至47.4%。

螺丝、配件、遥控、机身、机架……
小小工作间里，各式零件摆满了台面
和货架。每天至少六七个小时，山东
济南的孙晗都在这里与机械和细节作
伴。20 岁出头的孙晗从事的是无人机
装调检修工作，1年维修的无人机大约
有 400 台，“业务量好的话，月薪上万
没问题”。

原 先 ， 客 人 都 称 他 为 “ 维 修 师
傅”，而不久前新职业无人机装调检修
工的推出，让他有了归宿感。“感觉自
己是无人机装调维修岗位的正规军
了！现在操作无人机的人很多，但能
装调检修的不多，我看好这个职业。”

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大
数据管理师、电子竞技员、物联网安装
调试员……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蓬勃发展，一
批批新职业应运而生，背后无不对应几
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才缺口，也成为不
少人就业的时髦选择。

——这5年，新经济、新业态蓬勃
向上，带动就业创业新意十足。目
前，中国共享经济参与提供服务者约
7800 万人；社交电商从业人员规模超
4800 万人；2019 年，中国日均新登记
企业2万户，活跃的新动能让就业更灵
活更多样。

“多年来我国的就业工作取得了世
界公认的成就，在国际竞争力的多次
评价中，国内经济、劳动力市场，特
别是就业一直名列前茅。”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说。

题图：在贵州省赤水市长期镇康
桥社区，当地群众在“扶贫车间”钩
织产品。 王长育摄 （人民图片）

新增超新增超60006000万万！！
就业稳当日子暖就业稳当日子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婕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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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 瓜 ， 也 称 栝
楼，因果实挂在藤上
得名。吊瓜籽可食药
两用。重庆市黔江区
小南海镇小南海村把
吊瓜作为扶贫产业来
发展，建起 130 多亩
吊瓜基地。金秋时
节，成熟的吊瓜像小
灯笼一样挂在藤蔓
上，美不胜收。村民
抓住农时，抢收吊瓜
和抢剥、抢晒吊瓜
籽，确保增产增收。

杨 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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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10月21日电（记者张华迎）
21 日 15 时 09 分，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
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首
次达到临界状态，标志着机组正式进入带功率
运行状态，向建成投产迈出了重要一步。

据介绍，核电站核反应堆临界类似常规火
电厂锅炉的点火过程，也如同心脏起搏。临界
后，作为反应堆的“心脏”——堆芯将开始持

续“跳动”，反应堆处于带核平衡运作状态。
经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华东核与辐射安全

监督站核查释放，福清核电5号机组开始反应堆
达临界操作。通过稀释一回路硼浓度和提升控
制棒操作，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

“华龙一号”是我国完全具备自主产权的
三代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
名片”。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

据新华社长春10月21日电（记者段续） 21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时速400公里跨国互联互通
高速动车组，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下线。列车可在不同气候条件、不同轨距、
不同供电制式标准的国际铁路间运行，能让国
际、洲际旅行更便捷。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四大铁路轨距标准，
普通列车在采用不同轨距的国家间运行时，需
要更换列车转向架，费时费力。而时速400公里

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车组装有变轨距转向架，
在行进中就能实现变轨运行。这一“变形”功
能，极大提高了铁路跨国联运效率。

该型号动车组还具备很强的环境适应性，
能在零下50摄氏度至零上50摄氏度的温度区间
内运行，还可满足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牵引
供电制式和铁路运输标准。

据介绍，我国企业可按照全球各地区技术
标准、运营需求定制高速列车产品。

时速400公里跨国动车组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