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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23日电（记者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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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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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进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观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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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要论

辉煌中国·自信篇③

9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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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9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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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
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
番讲话彰显制度自信。

70载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它包括根本政治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
制。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是基本
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是基本经济制度。

我们有制度自信，因其植根本土——
近代来，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为中国发

展找寻制度模式。有人主张君主立宪制，还有人
搬来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却无一不因“水土
不服”而走向失败。直到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具体
国情出发，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新探索。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
靠、也最管用。共产党人深明其义，在设计和发展
制度时，始终坚持把握现实要求却不割断历史，借
鉴他人精华却不囫囵吞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不是突然搬来的“飞来峰”，而是从中国的社会
土壤中生长起来。正因如此，这套制度在中国行得
通、有生命力、有效率。

我们有制度自信，因其优势明显——
70年来，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改革开放

以来，7 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贫困发生
率降至 1.7%；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
跃居世界第二。当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世界
各国经济普遍低迷，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
当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国家踟蹰、
迷惘甚至退却，中国蹄疾步稳，大步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当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凸显，世界面临

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渐突出，中国岿然不动。
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制度优势的生动

诠释，是中国制度效能的充分印证。中国的实践向
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
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反
映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能激发社会活力、凝聚
强大合力，能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集
中力量办大事、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有制度自信，因其与时俱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也需不断完善。共产党人有“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定力，也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的自觉。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发展的迫切要求，中国
大胆探索，从制度上破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设
立经济特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
列制度创新，为“中国号”巨轮保驾护航。进入新时
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整套
改革“组合拳”压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在完善中成熟，在推陈出新中持续获得活力。

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
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
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
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
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70年的壮阔波
澜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坚实保障和有力支撑下，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实现！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 9月 23 日
电 （记者李伟红）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3 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伊拉克总理阿
卜杜勒-迈赫迪。

习近平指出，中伊传
统友谊深厚。去年双方共
同 庆 祝 两 国 建 交 60 周
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中方愿同伊方一
道，推动中伊战略伙伴关
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
定支持伊方为维护国家主
权、独立、统一、领土完
整所作的努力，反对任何
外部势力干涉伊拉克内
政。中方祝贺伊拉克取得
反恐战争重大胜利，愿继
续积极支持和帮助伊方开
展反恐和重建，实现国家
长治久安和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最早、
时间最长、项目分布最广、领域最多的国家。即便在伊
拉克安全形势最严峻时期，中国企业依然坚守在伊拉
克。中方愿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伊方重建规划对
接，在石油、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推进双方合作。中伊
都是文明古国，双方要积极开展人文交流。希望伊方
继续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在伊中方机构和人员的安
全。中方愿同伊方加强安全执法合作。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复杂敏感。有
关各方要保持冷静克制，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
对话、谈判等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彼此矛盾分歧，共

同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中方愿同包括伊方在内的
有关各方保持沟通。

阿卜杜勒-迈赫迪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他表示，中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
尊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是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谐的一个重要支柱。伊拉克历
经战争与内乱，由衷感谢中国对伊反恐和重建给予的
宝贵支持。伊方愿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深化两国
各领域务实合作。伊方积极致力于缓和地区紧张局
势，避免战争，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

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伊拉克总理

9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伊拉克总理阿卜杜
勒-迈赫迪。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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