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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盖伦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记者梅常伟）中

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8日在北京八一大楼

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上午 11 时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

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晋衔仪式。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北部战区司令

员王强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

军衔肩章的王强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

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

升民，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胡长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

蓬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李津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蓬共

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马建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冈

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刘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冈比亚共

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刘洪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

拉维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龙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拉维共

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杨小茸（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卢森堡大公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华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卢森堡大

公国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周海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瓦

努阿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李名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瓦努阿

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梁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秘鲁

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宋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秘鲁共和

国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9 月 7 日给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回信，对他们寄

予殷切期望，并在北师大建校 120 周年和第三十八个教师节来临之

际，向该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和问候，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

节日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入学一年来，你们通过课堂学习和支教实践，增

长了学识，开阔了眼界，坚定了到基层教书育人的信念，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师范教育高等学

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的校训，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砥砺品格，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

领，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

“四有”好老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贡献力量。

2021 年起，国家启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

划”（简称“优师计划”），由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地方师范院校采取

定向方式，每年为 832 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养 1

万名左右师范生。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代表给习近

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入学以来的学习收获，表达了毕业后扎根基层教

书育人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

到 祖 国 和 人 民 最 需 要 的 地 方 去
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祝全国广大教师节日快乐

新华社南京9月8日电 2022 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 8

日上午在江苏省南京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就

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希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

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

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

式，并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2022 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主题为“专精特新 强基

固链”，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有关部门和江苏省

负责同志、各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同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代

表等参加大会。

习近平致信祝贺 2022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召开强调

着 力 在 推 动 企 业 创 新 上 下 功 夫
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的同学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入学一年来，你们通过课堂学习和支教实

践，增长了学识，开阔了眼界，坚定了到基层教书育人的信念，我感到

很欣慰。值此北京师范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际，谨向全校师生员工、

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师范教育高等学府，为国家培

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

校训，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砥砺品格，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毕业

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

好老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

献力量。

教师节即将来临，祝全国广大教师节日快乐！

习近平
2022年 9月 7日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回 信

值此 2022 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召开之际，我向大会

表示热烈祝贺！

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

重要力量。希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在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中小企业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

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习近平
2022年 9月 8日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贺 信
9月8日，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颁发命令状。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9 月 8 日这天，对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

划”师范生们来说有些特别。在第 38 个教

师节前夕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

际，这群年轻学子，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回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对他们寄予殷切

希望：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的校训，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砥砺品格，

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毕业后到祖国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

的“四有”好老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2021 年起，国家启动“中西部欠发达地

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简称“优师计

划”），由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地方师范院

校采取定向方式，每年为 832 个脱贫县和中

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养 1万名左右师

范生。

地理科学专业的熊国锦是北师大首届

“优师计划”师范生。他来自贵州省岑巩县

思阳镇盘街村，出身于原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庭。他从大山走出，也想做山里孩子的

引路人。

今年暑假，熊国锦和同学来到原 832 个

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贵州省黄平县民族中

学开展了为期两周的教育实践活动，当了回

临时班主任。临别之时，有孩子给他写了封

信：“因为你，我也想成为人民教师。”相处 14

天，孩子们不仅接纳了他，还因为他的一句

话、一堂课，喜欢上了教师这份职业。

“我从小遇到过很多好老师，我是幸运

的；我们这一批‘优师计划’学子，也是幸

运的。”收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熊国锦更

加坚定从教信念，毕业后要回到贵州黔东

南，扎根基础教育。“我要努力做教育改革

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

引导者。”

物理学专业“优师计划”师范生杨皓博

来自四川省巴中市诺水河镇。初中时，他就

被父母送到了四川绵阳读书。很多同学也

和他一样，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远走他乡。

寒假时，杨皓博返乡调研，和巴中市一

位小学副校长交流。这位副校长感叹：“我

特别希望我们的基础教育能越办越好，我们

巴中从来也不缺乏人才，但关键在于这片土

地留不住人才。”副校长的这句话和说这句

话时无奈的神情，烙在了杨皓博心中。

（下转第二版）

收到总书记回信 他们到基层教书育人的信念更加坚定

科技日报南京 9月 8日电 （记者张晔）
2022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 8日在

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

展报告（2022 年）。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9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培育 4 批 8997 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带动全国范围认定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 万多家，入库培育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11万多家；“小巨人”企业总量

快速提升、主导产业更加聚焦，创新优势进

一步凸显。

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已经成

为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鲜明特

征。这份由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中国工业互联网研

究院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大批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深耕于细分领域，体现出创新能

力强、质量效益好且处在产业链供应链的

重要环节。

据统计，“小巨人”企业参与制修订标准

13000 余项，展现出较强的行业话语权。约

半数“小巨人”企业的主导产品国内细分市

场占有率为 10%—30%，其中有 235家企业的

主导产品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达 90%以上。

“小巨人”企业共设立国家级、省级研发

机构超 1 万家，平均研发人员占比达 28.7%，

平均研发强度达 8.9%，平均拥有有效发明专

利 15.7 项，70 余家小巨人企业近 3 年曾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奖，1500 多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近 2年承担过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2021 年，“小巨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超

3.7万亿元，同比增长 31.5%，比规上中小工业

企业高 11.6 个百分点；利润总额近 0.4 万亿

元，平均每户企业利润 4000 万元，是规上中

小企业的 3.4倍。

前 3批培育认定的“小巨人”企业中已有

114 家成长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占单项

冠军企业比重达到 13%。“小巨人”企业对高

端新材料、5G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

和智能网联汽车等制造强国重点领域的支

撑作用尤为明显。

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江苏省人

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合作协议。此外，大会还发布了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服务产品目录（第一批）、大中

小企业融通创新典型模式案例（2022 年）、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服务商和综合服务目录

等。南京市发布了专精特新“干校万企”紫

金行动。

总量快速提升 主导产业更聚焦 创新优势更凸显

我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近9000家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动力

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

的生机活力。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时”

2012年 11月 1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面对中外记者，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

平语气坚定，宣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时隔不到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赴地方考

察调研，就直奔改革开放前沿——广东。

在广东之行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由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全会确定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

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实现了改革由

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

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

不断谋划改革全局、推动改革实践。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改

革推进情况，讲方法、明路径、指方向。

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下，各方面改革蹄疾步稳推进——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

新发展，社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党的建

设制度改革扎实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国防和

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下，我们党

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不断升华——

党的十九大将“全面深化改革”列入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明确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并作出决定，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图谱；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

确”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内涵，其中之一即“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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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从夯基垒台、立

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

效，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

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改革关头勇者胜，我们将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

涉险滩的决心，义无反顾推进改革。”当改革进入攻坚

期和深水区，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明确表示。

2018年 6月 30日，作为全国 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试点地区之一的浙江德清县，率先颁发了首批宅基地

“三权分置”证书。来自4个村的农民代表、民宿业主代

表、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签订三方流转合同，获颁了第

一批真正意义的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不动产证。

新时代的农村土地改革以盘活土地资源，激活农

村潜力为落脚点，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村

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接续推进，催生出乡村

振兴的巨大内生动力。

哪里有瓶颈制约，哪里就是改革的主攻方向。

如何破除案件审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顽疾？司法体制改革

给出答案。2017 年 7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首批员额法官宣誓仪

式，这标志着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全国法院全面落实。员额制改革让司

法力量集中到办案一线，有效提升办案质效，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实现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下转第三版）

用
好
决
定
中
国
命
运
的
﹃
关
键
一
招
﹄

—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持
续
推
进
述
评

领航中国

◎新华社记者 杨维汉 白 阳 王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