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李克强栗战书汪洋出席王沪宁主持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持座谈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7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 7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正义

事业史册上。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全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了胜利而壮烈牺牲的所有英灵，向惨遭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习近平强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

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

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保持中日长期和平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世界各国

人民永享和平安宁。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斗争精神，必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都

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

绝不答应！

王沪宁在主持座谈会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贯彻落实。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锐意进取、埋头苦干 ，继

续把无数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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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代表王恩田，青年学生代表钱菱潇先后发言。

丁薛祥、王晨、许其亮、张又侠、黄坤明、蔡奇、陈竺、肖捷、张庆黎出席座谈会。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出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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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3日下午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

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

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

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伟大抗战精神，是

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将永远激励中

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出席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持

座谈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

重集会，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5周年。7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同

世界人民一道，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彻

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

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 75年前

的今天， 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

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

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是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

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

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

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

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

界人民的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 永远铭刻在人

类正义事业史册上。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全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

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海内外

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

心的感谢，向为了胜利而壮烈牺牲的所有英灵，

向惨遭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习近平强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

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 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七七事变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

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

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 中国由此进入全民

族抗战阶段， 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

方主战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

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

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

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

前的高度。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

之躯筑长城、 以前仆后继赴国难， 谱写了惊天

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习近平指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 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

图谋，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

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

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

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中国人民赢得了世

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 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

的民族声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坚

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 自由、 解放的意

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

新征程。

习近平强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 是中

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 是全

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 是中国人

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

伟大胜利。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保持中日

长期和平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

合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 正确对待

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 是建立

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 （下转A02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证监会聘任资本市场法治建设高级咨询专家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9月3日下午， 中国证监会举办资本市场法

治建设高级咨询专家聘任仪式暨资本市场法治

基础制度建设座谈会。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出席

座谈会并讲话， 强调要充分认识法治对资本市

场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 以建立实施资本市场

法治建设高级咨询专家制度为契机， 在法治轨

道上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 谱写资本市

场法治建设新篇章。

会上，聘任吴志攀、王利明、高西庆、马怀

德、 赵旭东等学者为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法治

建设高级咨询专家。 各位专家从各自研究领域

出发，围绕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完善

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创新，更

好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提升资本市场违法

违规成本等方面发表了意见建议。 证监会相关

同志与专家们进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

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

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党政机关聘请外部

法学专家担任咨询顾问等工作。 证监会聘请资

本市场法治建设高级咨询专家， 使高水平的外

部法学专家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 推进依法行

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相关决

策部署、 全面推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重要举

措，有助于促进证监会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提

高依法行政、依法治市水平。

今年以来，贯彻落实新证券法，证监会从严

从重从快查处一批大要案， 市场法治环境持续

改善。近日，证监会召开的2020年系统年中工作

会议暨警示教育大会强调， 落实 “零容忍” 要

求，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落实工作

部署，持续加大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内幕交

易、操纵市场等恶性违法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

推动建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机制，推

动构建行政执法、 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

接、互相支持的立体、有机体系。

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

外资加仓成为趋势

□本报记者 张勤峰 罗晗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之一，2020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

心举行， 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的中国金融业迎来

对外开放新窗口。业内人士认为，金融业扩大开放

的累积效应持续展现， 叠加中国经济率先稳步复

苏，证券投资领域外资流入大潮涌动，长期加仓中

国资产趋势已形成，中国金融开放不断取得实效。

金融业开放蹄疾步稳

近年来， 一系列重大金融开放举措纷纷落

地开花，中国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进展。

从逐步放开外资持股比例上限， 到国际信

用评级机构、 外资银行卡清算机构相继获准在

华开展业务；从债券通上线试运行，到沪伦通顺

利启动；从陆股通额度扩大，到取消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

制；从A股纳入富时罗素、纳入明晟因子提高到

20%， 到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

数、 摩根大通旗舰指数……金融业对外开放步

伐明显加快，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亮点。

外资加仓力度不减

扩大开放的政策效应正在显现， 证券投资

领域的外资流入规模稳步增长就是最有力的证

据。 这是海外投资者以真金白银对中国金融开

放给出的回应。

2017年启动的债券通，已逐步成为境外机

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主要渠道。 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以法人为统计口

径， 有574家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模式

入市，远超结算代理模式。

沪深港通机制启动以来，北向资金流入额实

现跨越式增长。 2017年，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额

首次突破千亿元；2019年一举突破3000亿元。 今

年1月，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额突破万亿元。 截至

9月3日，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额达1.11万亿元。

今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和

金融市场，但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经济发展呈现稳定向好态势， 外资加仓人民币

资产力度不减。

投资质效有望提升

分析人士指出， 证券投资领域资金流入增

多，是近年来不断扩大开放、放宽和便利外资投

资的政策效果，展现了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

展、资本市场投资回报的信心。 外资投资中国的

长期趋势不会变，投资的质效有望进一步提升。

中国经济稳步恢复向好， 基本面优势比较

明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可能

成为今年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分析

人士认为， 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非常

好的投资价值。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邢自强认为， 政府将深化监管改革并扩大金融

市场开放，以吸引更多外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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