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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连日

来，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
责人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值此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谨
致以最热烈的祝贺。70 年来，中国
在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取得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在国际舞台
上享有当之无愧的崇高威望，在解
决重大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正朝着实现中共十九大制定的
2021 年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
年前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
标坚定前行。俄中互为不可替代的
战略伙伴。我非常珍视我们之间的
友谊，愿继续同你紧密合作，共同造
福俄中两国人民。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祝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祝福中
国人民享受和平与繁荣。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
会委员长金正恩表示，70 年来，勤
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顽强拼搏，战胜各种考验和挑
战，中华大地迎来划时代的变化，中
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极大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历史清
楚地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最
正确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是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根本保
障。我们坚信，有总书记同志和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有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中国人民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必将取得
胜利。

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
席阮富仲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
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国际影响力和地位不断提升。祝愿
中国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扬表示，70 年来，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全面显
著成果，坚定了老方推进本国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的决心和信心。衷心
祝愿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英明领导下，顺利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
记劳尔·卡斯特罗表示，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
伟大成就。古方高度评价中国为捍
卫国际法准则，促进公平和发展，维
护世界和平作出的积极贡献。古巴
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
亚斯-卡内尔表示，古方愿与中方
一道，继续为巩固古中友谊与友好
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而共同努力。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表示，很高兴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际致贺，并祝愿中国
人民幸福安康。

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表示，在习近平主
席卓越领导下，中国将继续沿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奋勇前进。巴基斯坦将永
远与中国站在一起，做中国的可靠朋友和
伙伴。

印度总统科温德表示，作为两大世界文
明古国和发展中大国，印中两国在全球政治
经济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印中关系正迸
发出新的活力。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
与时俱进推行改革开放，在国际
舞台上积极开展建设性合作，创
造了诸多发展奇迹。相信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
德方希望同中方维护和扩展德中
伙伴关系，这不仅符合两国利益，
也有助于推进两国合作应对全球
挑战。期待两国关系不断取得丰
硕成果。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祝友好的中国人民拥有
繁荣未来。

沙特国王萨勒曼表示，值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我谨代表沙特阿拉伯王国政
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
习近平主席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
最良好的祝愿。祝友好的中国政
府和人民不断进步发展。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中
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用短短 70 年
时间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在诸多
领域崛起为世界的引领者，得到
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泛认
可。习近平主席杰出的领袖风范
和领导力将继续带领中国走在世
界前列，并对国际社会产生积极
影响。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表示，
过去 70 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治团结稳固，发展成就非凡，领导
坚强有力，人民甘于奉献，成为给
全球带来深刻启迪的世界强国，
我们对此深感欢欣鼓舞。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表示，70
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
开启了伟大征程。中国实行改革
开放以来，尤其是在习近平主席
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
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
亿人摆脱贫困。肯方高度赞赏中
国积极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
全，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
示，70 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
目成就，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
经济体之一，8 . 5 亿人实现脱贫，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减贫成
就。中国是联合国工作的主要参
与方，是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
中流砥柱。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现更大辉煌。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
70 周年具有标志性意义。在习近
平主席睿智领导下，中国正在走
进新时代，踏上进步征程，满怀信
心地迎接未来。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不仅将向世界展示现代中国，

还将书写中国奥运历史的新篇章。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表示，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
各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为人类进步事业作
出卓越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国
际社会广泛赞同和支持，为开展国际合作
搭建了全新平台，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开辟了现实路径。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表示，这个重要
时刻对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也象征
着非洲人民同中国人民长久的历史情谊和
兄弟般的团结。非中关系堪称值得骄傲的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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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记者郑
明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前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30 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41 国和国际机
构新任驻华使节和代表。

李克强欢迎各位驻华使节来华履
新，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李克
强积极评价中国同各有关国家和国际
机构关系与合作取得的新进展，并请
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人
民、有关机构领导人的诚挚问候和良
好祝愿。

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政府和人民将
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中国高度
重视同各国和国际机构发展友好合作
关系，愿同各方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的基础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
作，密切人文交流，实现合作共赢，推
动双方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各位驻华
使节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深化
本国、本机构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积
极开展工作。中国政府愿为驻华使节
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

李克强指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中国愿同有关国家和机构
一道，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
易体制，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促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扩大共
同利益，携手应对挑战，为促进地区及
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贡献力量。

各国和机构驻华使节转达了本
国、本机构领导人对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的热烈祝贺、对中国领导人和人民
的诚挚问候，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以
来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并祝愿中国

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功。驻华使节
们表示，各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
系，愿同中方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
调。他们愿在新的岗位上为推动双
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增进彼此友
谊作出不懈努力。

随后，各国和机构驻华使节应
邀出席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招待会。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参加
会见。

李克强会见 41 国和国际机构

新 任 驻 华 使 节 和 代 表

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记者潘洁）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30 日在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会见泰国公主
诗琳通。

王岐山表示，昨
天，习近平主席向诗
琳通公主颁授中国国
家最高涉外荣誉“友
谊勋章”。这枚勋章代
表了中国政府和人民
对公主为中泰友谊所
做重大贡献的充分肯
定，也是“中泰一家
亲”的重要体现。公主
经常到中国走一走，
既能讲好泰国故事，
也能了解中国故事。
中方十分珍视中泰两
国及与泰国王室的传
统友谊，愿同泰方继
续密切高层交往，加
强各领域交流与合
作，更多造福两国
民众。

诗琳通热烈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感谢中方授
予其“友谊勋章”。诗
琳通表示，泰国王室
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

泰中关系发展，愿继续为促进泰中友
好和务实合作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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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70 载砥砺奋进，70
年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开创了令世界瞩
目的中国奇迹，向着“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昂首迈进。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60 名三
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
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10 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
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
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
身的烈士默哀。

70 年前的 9 月 30 日，人民英雄
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奠基。“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八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镌
刻着中华民族对先烈的敬仰。201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 9 月
30 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
命先辈的光荣传统……”默哀毕，300
多名少年儿童手持鲜花，面向人民英
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
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

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
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
名义敬献的 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
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
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
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
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
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随后
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
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
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
民英烈的哀思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
篮缎带。

接着，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巍峨的纪念碑，无声讲述着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激昂豪迈、气吞山河的
奋斗历程。碑身上的 10 幅汉白玉浮
雕，彰显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自强不
息的伟大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近 14 亿中国人民传承英烈精神，正
意气风发地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也依
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
仰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感悟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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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
席和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
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
代表，“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
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
了敬献花篮仪式。

敬献花篮仪式前，习近平、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领导同志来到毛主
席纪念堂。北大厅内，中共中央，全
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
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敬献的花篮摆放
在毛泽东同志坐像正前方。习近平
等向毛泽东同志坐像三鞠躬，随后
来到瞻仰厅，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
表达对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
的深切缅怀。

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记者董
峻）历史就是人的故事。9 月 1 日起，
新华社播发的 30 篇“700 字说 70 年”
栏目稿，讲述了 30 个光阴的故事。这
些故事就发生在你、我、他身边，说出
了我们共同的深切感受。30 篇报道，
如同 30 组历史镜头，黑白或彩色，定
格成一部时代影集，勾勒出中国人的

梦想如何一步步变为现实。
70年白驹过隙。中国人寿命长了、

孩子们个头高了、吃喝越来越健康了，
大学生比例高了、就业门路广了、“钱袋
子”越来越鼓了，留学的多了、学成归来
的多了、出国越来越方便了……普普通
通日子里的吉光片羽，记录了我们的
“小确幸”长成“大欢喜”。

70 年岁月如歌。中国经济总量增
长超 170 倍，粮食年产量增长近 5 倍，
工业增加值增长超 970 倍，7 亿多人
摆脱贫困，农民占比减少 5 成……中

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为“中
国速度”和“中国奇迹”惊叹。

70 年春华秋实。从贫困到温饱再
到总体小康，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到“世
界工厂”“中国智造”，从登上国际舞台
到越来越多国家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
央……梦想从未止步，祖国日新月异！

每个人星星点点的梦想，汇聚成
新中国的时代光芒。这光芒，是一代又
一代中国人用奋斗、拼搏、坚守和探
索，用鲜血和汗水、泪光和笑容凝结而

成。这是我们共同的故事，是近 14
亿人的奋斗之歌。

这歌声来自亘古原野、巍巍群
山、莽莽林海，来自惊涛骇浪中的一
叶扁舟、高速公路上不息的车流，来
自流水线上的一丝不苟、阡陌间的辛
勤耕耘、三尺讲台后的兢兢业业……
每个人的奋斗，汇成推动我们不断前
进的力量。

梦想不灭、奋斗不止。今天的我们，
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梦想。未来之中国，生机无限！

70 年，梦想不灭、奋斗不止
扫描二维码，

观看新华社视频报
道《 7 0 年 ，梦 想 不
灭、奋斗不止》。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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