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六一」

國際兒童節到來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代表黨中央，

向全國各族少年兒童致以節日的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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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
日16時53分，中國在酒泉衛星發射
中心用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成功
將高分九號02星、和德四號衛星送
入預定軌道，發射獲得圓滿成功。
高分九號02星是一顆光學遙感衛

星，地面像元分辨率最高可達亞米
級，主要用於國土普查、城市規
劃、土地確權、路網設計、農作物
估產和防災減災等領域，可為「一
帶一路」建設等提供信息保障。
搭載發射的和德四號衛星由北京

和德宇航技術有限公司研製，可在
軌開展全球船舶航行狀態採集、全
球航班飛行狀態採集和全球物聯網
信息採集。
這次任務是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

第333次飛行。

實現我們的夢想，靠我們這
一代，更靠下一代。

2013 年 5 月 29 日，在同

全國各族少年兒童代表共慶

「六一」國際兒童節時的講

話

「自古雄才多磨難，從來紈
絝少偉男」、「少年辛苦終
身事，莫向光陰惰寸功」。

2014 年 5 月 30 日，習近

平在北京市海淀區民族小學

主持召開座談會時的講話

幸福不是毛毛雨，幸福不是免
費午餐，幸福不會從天而降。

2015年6月1日，在會見中

國少年先鋒隊第七次全國代表

大會代表時的講話

希望你們向爺爺奶奶學習，
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
民，努力成長為有知識、有
品德、有作為的新一代建設

者，準備着為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
量。

2016 年「六一」國際兒

童節即將到來之際給大陳島

老墾荒隊員後代的回信

祖國和香港的未來，寄託在
年輕一代身上。

2018 年 2 月 14 日，習近

平給香港「少年警訊」成員

的回信

祖國是澳門的堅強依靠，你
們從小就懂得這個道理，我
十分欣慰。

2019 年 5 月 31 日給澳門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的小

學生回信

少年強則國強。
2020年6月1日習近平向

全國各族少年兒童致以節日

的祝賀

習近平寄語少年兒童
為實現中國夢作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今日出版的第11
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關於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補短板問題》。
文章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人民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攻堅克難，砥礪前行，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歷史性成就。自改革開放之
初黨中央提出小康社會的戰略構想以來，經過幾代
人一以貫之、接續奮鬥，總體而言，中國已經基本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成效比當初預期的還
要好。作出這個重要判斷，是有充分依據的。國際

社會普遍讚賞中國發展成就。

突出短板和硬任務須認真梳理
文章指出，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有一些短

板，必須加快補上。要聚焦短板弱項，實施精準攻
堅。工作中要把握好以下幾個關係。一是把握好整
體目標和個體目標的關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國
家整體目標，我國發展不平衡，城鄉、區域、人群
之間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全面小康不是平均主
義。二是把握好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的關係。三是
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斷的關係。衡量全面小康

社會建成與否，既要看量化指標，也要充分考慮人
民群眾的實際生活狀態和現實獲得感。在科學評估
進展狀況的基礎上，要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存在的
突出短板和必須完成的硬任務進行認真梳理。從人
群看，主要是老弱病殘貧困人口；從區域看，主要
是深度貧困地區；從領域看，主要是生態環境、公
共服務、基礎設施等方面短板明顯。
文章指出，要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一是要

全面完成脫貧攻堅任務。二是要解決好重點地區
環境污染突出問題。三是要加快民生領域工作推
進。四是要健全社保兜底機制。

文章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牽涉到方方面
面，但補短板是硬任務。各級黨委和政府要認真
履行主體責任，各級領導幹部要咬定目標、真抓
實幹，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不懈奮鬥。各地發
展水平有差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階段的工
作也應各有側重。要引導全社會正確認識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目標，客觀真實反映仍存在的短板和
不足，形成良好預期，堅定發展信心。我們既要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跑好「最後一公里」，又要
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
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有機銜接。

《求是》發表習近平文章：須加快補上全面小康短板

習近平指出，在這次全國人民萬眾一心抗擊新
冠肺炎疫情的鬥爭中，廣大少年兒童也經歷

了一段特殊時期，不僅親眼目睹了中國人民眾志成
城、迎難而上的偉大壯舉，而且聽從黨和政府號
召、以實際行動支持抗疫鬥爭，展現了我國少年兒
童的良好精神風貌。

育擔當民族大任時代新人
習近平強調，少年強則國強。當代中國少年兒童
既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經歷者、見證者，
更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國的生力軍。希望廣大少年兒童刻苦學習知
識，堅定理想信念，磨練堅強意志，鍛煉強健體
魄，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時刻準備
着。各級黨委和政府、全社會都要關心關愛少年兒
童，為少年兒童茁壯成長創造有利條件。共青團、
少先隊組織要着眼培養能夠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
代新人，順應時代發展，不斷改革創新，積極開展
工作，為黨的少年兒童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反分
裂國家法》實施15周年座談會近日在北
京舉行。海外多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組織發表聲明表達關注，重申堅決支持
和擁護《反分裂國家法》，將凝聚力量
反「獨」促統。

干涉中國內政不能得逞
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發表聲明指
出，在《反分裂國家法》保駕護航下，
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
無法改變和動搖的。聲明說，當前民進
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與中華
民族根本利益和台灣同胞切身利益背道
而馳，加上美國反華勢力繼續為其撐
腰，可以預期，在未來一段時期，兩岸
關係形勢的複雜性將超過以往任何時
期，反「台獨」鬥爭任務將十分艱巨。

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是中國內
政，任何企圖干涉中國內政，把台灣從
中國分裂出去的圖謀都不可能得逞。推
動中國的繁榮發展和統一是每一位中華
兒女的責任和義務。
全澳中國和平統一促進同盟、悉尼中
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發表聯合聲明指出，
《反分裂國家法》不是針對愛好和平的
台灣民眾，而是針對「台獨」分子以及
任何妄圖分裂中國的勢力。奉勸「台
獨」勢力認清大勢，不要繼續做損害台
灣同胞利益、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事
情。任何愚蠢的螳臂當車之舉，都將遭
到歷史前進車輪的無情碾壓。
聯合聲明強調，堅決反對一切外部勢

力插手台灣事務、干涉中國內政的行
徑，將以各種形式在海外支持和凝聚反
「獨」促統的力量。在維護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的重大原則問題上，澳大利亞
華僑華人的意志堅如磐石，態度始終如
一。

任何「台獨」分子難逃懲治
北美溫哥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聲

明中指出，15年的實踐證明，《反分裂
國家法》在遏制「台獨」分裂圖謀、促
進兩岸交流合作、增進兩岸同胞福祉、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祖國和平
統一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法律
利劍是對一切「台獨」分裂活動的強大
震懾，法網恢恢要讓任何「台獨」分子
難逃懲治。
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發表聲明表

示，15年前，《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
是將中國政府和人民反對分裂、推動海
峽兩岸和平統一的努力制度化、法律化

的重要進程。該法體現了海內外中華兒
女對實現國家統一的共同願望，提出了
維護海峽穩定、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推
動政治協商的主張和措施，同時也給任
何妄圖分裂中國的勢力和個人劃下了一
道紅線。
委內瑞拉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發表聲

明指出，將以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為宗
旨，建立愛國華人華僑反「獨」促統交
流平台。相信在《反分裂國家法》的保
障下，「台獨」分裂活動終將走向絕
路，兩岸關係必將克服困難，朝着祖國
完全統一的方向不斷邁進。
此外，葡萄牙、丹麥、奧地利、捷
克、保加利亞、巴西、肯尼亞、喀麥
隆、坦桑尼亞、萊索托等地的統促會也
發表聲明，表示擁護《反分裂國家
法》，堅決反對「台獨」。

海外多個統促會：凝聚力量反「獨」促統

香港文匯報訊 在「六一」國際兒童節
到來之際，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中央，
向全國各族少年兒童致以節日的祝賀！
總書記希望廣大少年兒童刻苦學習知
識，堅定理想信念，磨練堅強意志，鍛
煉強健體魄，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時刻準備着。
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
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寄語，飽含着黨
中央對少年兒童成長成才的殷切希望，
為少年兒童的全面發展，進而樹立正確
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指明了方

向，必將極大地激勵廣大少年兒童放飛
夢想、為實現中國夢而拚搏奮鬥。少年
兒童的健康成長一直牽動着總書記的
心，少年宮、學校校園、兒童福利院、
災區安置點，處處留下了「大朋友」習
近平同孩子們親切交談的感人場景。黨
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在推
進教育公平、保障兒童權益、推進兒童
事業等方面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基礎教
育投入、未成年人保護、農民工隨遷子
女教育、嬰幼兒奶粉質量安全……一項

項滋潤心靈的政策舉措，為的是讓每一
個兒童都能有一個幸福美好的童年。
快評進一步指出，少年強則國強。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鬥爭中，廣大
少年兒童經歷了一段特殊時期，他們
不僅親眼目睹了萬眾一心、迎難而上
的偉大戰「疫」壯舉，還響應號召、
以實際行動支持了抗疫鬥爭，展現出
了良好的精神風貌。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後，
我們將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新征程，當代中國少年兒童既是經歷

者、見證者，更是未來的參與者、生
力軍，尤其需要從小樹立愛國報國的
遠大理想，讓今天祖國的花朵，成為
明天祖國的合格建設者。
快評最後強調，「文明其精神，野蠻

其體魄」，少年兒童既要刻苦學知識，
也要鍛煉強身體，德智體美勞全面發
展。「以雋永之心，樹報國之志」，愛
國主義是中國夢的基石，少年兒童要將
志向同祖國和人民聯繫在一起，做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
班人。

從小樹立愛國報國遠大理想央視
快評

■ 昨日16時53分，中國在酒泉衛
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二號丁運載火
箭，成功將高分九號02星、和德四
號衛星送入預定軌道，發射獲得圓
滿成功。 新華社

總書記囑託少年兒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習近平希望廣大少年兒童刻苦學習知識，堅定理想信念，磨練堅強意志，鍛煉強健體魄，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時刻準備。圖為2019年4月15日習近平在重慶石柱土家族自治縣中益鄉小學和學生
們親切交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