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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朋友们：
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向全国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各界人士，向人民
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
战员，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关心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致以节日的祝福！祝大家新年好！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一年来，我们大家一起奋斗、一起
攻坚克难，付出了很多辛劳，也收获了很多果实。中共
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
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打好三大
攻坚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脱贫攻坚战继续
有力推进，“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进度符合预期，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这一年，我们隆重举办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庆祝
活动，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唱响礼赞新
中国、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极大激发了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和强大生命力。

这一年，我们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今年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部署的46个重点改革任务和其他61个

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还完成178
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285个改革方案。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已经推出 2217个改革方案。我们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
成果，强军事业迈出新步伐、展现新气象。我们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隆重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坚决
维护香港、澳门繁荣稳定。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

“九二共识”，促进两岸交流交往，坚决反对“台独”。我
们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进程，主动出台一系列对外开放新举措，成功举办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届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主场外交活动，坚
定不移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坚定不移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整治“四风”特
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制度建
设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新时代我国制度建设坚持和巩
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问题，鲜明提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增强了中国人民坚定“四
个自信”的底气。

同志们、朋友们！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

收官之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我们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确
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我们要继续贯彻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
针，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我们要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深化对
外交流合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和平
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贡献。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薄
弱环节，群众生产生活中还有不少需要重视解决的困难
和问题。面向未来，面对挑战，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锚定任务、继续前进，竭尽全力做好工作，
不辜负时代和人民期待。

同志们、朋友们！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我们召开了中央政协工

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部
署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一年来，人民政协着

力强化思想理论武装，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
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
发力，完善专门协商机构制度，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
职尽责，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人民政协作为
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新的一年，人民政
协要把服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
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
节，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使命凝心聚力。

同志们、朋友们！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美

好梦想。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我们就要取得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
大胜利。这是不屈不挠、长期奋斗的果实，更是启航新
征程、扬帆再出发的动员。我们坚信，只要全国各族人
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坚定信心、
砥砺前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够夺取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胜利。

谢谢各位。
（新华社北京2019年12月31日电）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2019年12月31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致新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普京总
统和俄罗斯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习近平
指出，即将过去的一年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
年。在两国共庆建交70周年的友好氛围中，我和普京总
统共同宣布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掀开两国友好新篇
章。我们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
联合声明，彰显中俄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坚定决
心。两国经贸、能源、人文、科技、地方等各领域合作
亮点纷呈、硕果累累，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利益，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2020年将开启中俄科技创新年。双方
共同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
我愿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交往，携手引领双边关系和
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
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中俄各自发展振兴助力增
势，为处在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注入
更多正能量。

普京在贺电中向习近平主席致以衷心的新年祝贺，

祝全体中国人民幸福安康。普京表示，2019年，在双方
的共同努力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
重大进展。我和习近平主席多次会晤并达成一系列重要
共识，开启了俄中各领域互利合作的新愿景。两国政
府、立法机构及各部门间的协作富有成效。俄中东线天
然气管道建成并投产通气。双方成功举办地方合作交流
年，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地方间的互利合作。明年，我们
将开启又一个大型国家级主题年——俄中科技创新年。
俄方对此高度重视。我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俄
中全方位合作及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建设性协作将不断
迈上新台阶。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也互致新年贺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说，2019年对中俄关
系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成功举行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
定期会晤，达成许多新的合作共识。我愿同梅德韦杰夫
总理一道，充分发挥现有机制平台作用，为两国共同发
展振兴注入更多新动力。梅德韦杰夫在贺电中表示，俄
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相信两
国各领域合作将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多新成果。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19年12月31日）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19年12月31日）

习近平

中俄两国元首互致新年贺电
中俄两国总理互致新年贺电

新华社北京2019年12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澳门
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澳门
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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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新年的日历翻
开了，2020年来到了。

当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
你可知道——

夜色还在静谧中流淌时，街边不起眼
的早餐店里，蒸笼上已经冒起了腾腾的白
汽；太阳还在地平线下酣睡时，环卫工人的
洒水车已经缓缓驶过了每一条街区；晨练
的人们已经嗅到了公园里的第一抹花香；
晨读的学生已经听到了校园里的第一声鸟
鸣；战士的军姿已经挺立在了操场；很多上
班族已经挤上了地铁或班车；也有人刚刚
结束漫长的夜班回到休息的地方……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这就是我
们可爱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可爱的中国人！

今天，过去的每一天，未来的每一
天，我们都在创造。每一点些小的努
力，都在96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上积
累，在近 14 亿中国人民手中凝聚。所
以，我们创造财富也创造幸福，创造机
遇也创造梦想，创造美好环境也创造快
乐心情，创造活力奔涌的市场也创造和
谐和美的社会，创造我们国家的繁荣进
步也创造这个世界的开放包容。

过去的成就，照耀历史的天空，我
们就在星空下创造。过去的曲折，化成
历史的教训，我们就在警醒中创造。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赞叹和羡慕而
骄慢，不为讥屑和谩骂而消沉。万古江
河，轻舟驶过，就在这平静的喜悦里重
新出发，就在这深沉的轻快里重新出发。

未来的蓝图，点亮前行的灯塔，我
们就在追赶中创造。未来的风浪，也是
前行的动力，我们就在超越中创造。不
忘初心，不负韶华，不在潮平岸阔的地
方懈怠，不在水急滩险的地方畏惧。海
阔天空，扬帆远航，就朝着中国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就朝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继续奋斗。

我们创造历史，也创造未来。因
为，我们中华儿女总是在精诚团结、奋
发有为地创造着每一个“今天”。

李大钊先生曾经说：我以为世间最
可宝贵的就是“今”，最容易丧失的也是

“今”。因为它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

它宝贵。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珍惜每
一个今天、最善于把握每一个今天，所
以才能不断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举世瞩目
的中国奇迹。如今，站在又一个今天，
而且是一个条件更好、起点更高的今
天，我们当然更有信心为中华民族、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2020 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年，
历史与未来的又一个交汇点。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这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
现，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即
将开启。新中国走过了辉煌灿烂的70年，
迈向了波澜壮阔的下一个 70年。从更长
的历史时段来看，脱贫攻坚战进入决战决
胜之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
困问题，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一
切，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荣光。

是的，和历史的宏阔相比，个人是
渺小的；和成就的全部相比，个人的贡
献是局部的。但是，请不要忘记，正是
每个个人的命运交织，才有了国家和民
族的伟大历史，正是每个个人的昂扬向
上，才有了国家和民族的欣欣向荣——

大国雄心，就在你我追逐梦想的努
力奔跑里；

大国定力，就在你我完成工作的细
致从容里；

大国心态，就在你我彼此相待的友
善目光里；

大国风范，就在你我攻坚克难的坚
韧不拔里；

大国气象，就在你我风雨同路的众
志成城里；

而今天我们的全部创造，也将变成
献给未来的序曲，为后人所赞美，为历
史所铭记。

逝者如斯，只争朝夕！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据新华社北京 2019年 12月 31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
投资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自2020年1
月1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法》实施，明确要求制定配套法规，细化法律确定的主要制
度，形成可操作的具体规则，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作
为外商投资法的配套法规，《实施条例》严格贯彻外商投资
法的立法原则和宗旨，更加突出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的主
基调，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保障法律有效实施。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

2019年12月31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民族实验小学学生手持“2020你好”字样，欢庆新年到来。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2019年12月31日电（记者邹伟、王思
北） 2020年新年戏曲晚会31日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党
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同首都近千名群众欢聚
一堂，一起观看演出，迎接新年的到来。

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内笑语盈
盈、欢声阵阵，洋溢着如春的暖意和喜庆的节日气氛。
19时45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晚会现场，同
前来观看演出的老艺术家们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全场
响起热烈掌声。

高歌奋进新时代，梨园绽放盛世花。激越雄壮的
《响鼓 2020》 拉开了晚会序幕。婺剧 《信仰的味道》、壮
剧《黄文秀》、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剧目片段展现中国
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崇高信仰和对祖国
母亲的赤子之心；贵州花灯戏《夫妻观灯》、丹剧《槐荫
记》、闽剧 《双蝶扇》、川剧 《别洞观景》 等经典名段创
新呈现，绽放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豫剧《苏武》、绍剧

《佘太君》、晋剧 《于成龙》 等精彩唱段致敬古代先贤，
弘扬爱国精神，伸张民族大义，熔铸传统美德，浸润浓
浓的家国情怀；吉剧 《时迁取帖》、少儿戏曲 《八大锤》
等节目，以民族传统艺术样式营造其乐融融的轻松气
息；昆曲《夜奔》、徽剧《关羽观阵》等选段和武戏集萃
等节目彰显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底蕴和风采。新编戏曲歌
舞 《中国，一定行！》 将晚会气氛推向最高潮，“中国人
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唱出时代强音。艺术家们的
精湛技艺赢得全场阵阵喝彩和热烈掌声。

今年的新年戏曲晚会 13个剧种同台献艺，绍剧、贵
州花灯戏、丹剧 3 个剧种首次亮相这一舞台，通过原创
佳作和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的精彩表演，展现新时
代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唱响新时代爱国奋斗
之歌。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
人大常委会部分领导同志、国务委员、全国政协部分领
导同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观看演出。

新年戏曲晚会在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