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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过程大厦 B座工程圆满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本报讯 12月 25日上午袁在中科院过程所 5
层多功能厅召开了中科院过程大厦 B座主体结
构封顶汇报会遥 建设单位尧设计单位尧监理单位
及公司领导班子尧机关副职以上人员参加会议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李金海代表施工单
位致辞袁 向给予该工程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各位
领导和全体施工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袁 对工程
结构封顶表示热烈祝贺遥

他表示袁 中科院过程大厦 B 座主体结构
项目经过 9 个月的不懈努力袁在研究所领导尧
设计院尧监理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袁在项
目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袁6 月份完成基
础浇筑袁8 月份出地面正负零袁12 月 25 日主
体结构封顶袁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封顶遥结构
封顶标志着工程施工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
利袁今后的装修任务还很艰巨尧困难还很多袁

我们将继续发扬城建集团特别能吃苦尧 特别
能战斗尧特别能奉献的精神袁总结前期施工过
程中好的经验和做法袁克服不足袁强化管理遥
装修施工中袁坚持样板引路袁精挑细选优质尧
环保材料袁精心打造每一个细节袁确保建造精
品工程袁不辜负过程所领导尧设计院和监理公
司对我们的期望和厚爱遥 衷心希望该工程能
够成为中国科学院过程所与公司之间深厚友
谊的纽带袁我们愿为科学家们建设更多尧更优
美的办公和试验场所袁 愿意为国家的科学事
业贡献力量遥

据了解袁该工程地下二层袁地上十五层袁属
于科教类公建办公楼遥在施工过程中袁公司组建
了优秀的项目班子袁选择了精干的施工队伍袁制
定了高起点尧高标准尧创优质和绿色安全工地的
目标遥根据项目特点袁对项目深基坑施工和高大
模板支撑体系进行严格的专家论证袁 确保了周
围居民和建筑物的安全遥 项目经理部克服了施
工难度大袁场地狭窄袁中途停工次数多尧时间长
等诸多困难袁科学组织袁精心施工袁顺利实现了
结构封顶遥 渊乔彬冤

公 司 领 导 慰 问 一 线 职 工
本报讯 元旦佳节来临之际袁公司领导深

入施工一线检查慰问袁 为一线职工送去了慰
问品和新年祝福袁 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勤付
出袁 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保持良好的

工作作风袁以更加饱
满的工作热
情和昂扬的
精神风貌投
入到工作中袁

为企业的发展贡
献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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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大排查
本报讯 为确保年底前无亡人尧火灾尧扬尘等事件发生袁公司严格按照集团相关要求袁执行叶安全管理十条强制性规定的通知曳和叶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强

制性规定曳袁迅速行动袁成立安全隐患排查小组袁制定领导班子带队编班表遥 连日来袁公司领导班子分别带队对所有在京项目进行拉网式安全检查袁彻底消
除施工现场安全隐患遥 渊党委工作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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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袁要达到理想的彼岸袁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
不断前进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
征路遥今天袁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袁就是要实现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遥

要要要2016年 10月 21日袁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95年前袁中国人民对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尧实现国家富强和
人民幸福的渴望是多么强烈袁但前途又是多么渺茫遥 今天袁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袁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有信心尧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遥 我们完全可以说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一定要实现袁也一定能够实现遥

要要要2016年 7月 1日袁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大会的主题是院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袁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遥

要要要2017年 10月 18日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遥中国共产
党一经成立袁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袁义无反顾
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袁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遥

要要要2017年 10月 18日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浴 使命呼唤担当袁使命引领未来遥 我们要不负人民重托尧无愧历
史选择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袁以党的坚强领导和顽
强奋斗袁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袁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浴

要要要2017年 10月 18日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袁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
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遥 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袁始终不渝走
和平发展道路尧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袁坚持正确义利观袁树立共同尧综
合尧合作尧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袁谋求开放创新尧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袁促进和
而不同尧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袁构筑尊崇自然尧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袁始终做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尧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尧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遥

要要要2017年 10月 18日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青年兴则国家兴袁青年强则国家强遥青年一代有理想尧有本领尧有担
当袁国家就有前途袁民族就有希望遥 中国梦是历史的尧现实的袁也是未来
的曰是我们这一代的袁更是青年一代的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
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遥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袁为他
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遥 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袁志存高远袁脚踏
实地袁勇做时代的弄潮儿袁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袁
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浴

要要要2017年 10月 18日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大道之行袁 天下为公遥 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
上袁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袁拥有十三亿多
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袁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袁具有无比广
阔的时代舞台袁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袁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遥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袁锐意进取袁埋头苦干袁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尧完成祖国统
一尧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袁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尧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尧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浴

要要要2017年 10月 18日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中华民族一家亲袁 同心共筑中国梦袁 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
愿袁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遥 实现这个心愿和目标袁离不开全国
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遥我国 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
员袁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尧我中有你尧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
同体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袁也是我们各
民族自己的梦遥

要要要2015年 9月 30日袁 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
指出

编者按院2012年 11月 29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叶复兴之路曳展览讲话
时首次提出野中国梦冶遥 此后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尧多次提及野中国梦冶袁
在十九大报告中野中国梦冶更是出现 13次之多遥

在野中国梦冶提出五周年之际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对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野中国梦冶的论述进行

梳理袁带你重温这些精
彩话语遥

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袁家庭梦才能梦想成真遥中国
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袁 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尧 妻子送郎上战
场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尧为大家舍小家袁都体现着向上的
家庭追求袁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遥

广大家庭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袁 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
之中袁心往一处想袁劲往一处使袁用我们 4亿多家庭尧13亿多人民的智慧
和热情汇聚起实现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磅礴力量遥

要要要2016年 12月 12日袁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
时的讲话

中国发展将继续为各国创造更多机遇尧给各国民众带来更多福祉遥 中
国人民将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帮助和支持各国人民实现各自的美好梦
想袁一道实现持久和平尧共同繁荣的亚洲梦袁共创亚洲美好未来浴

要要要2016年 4月 28日袁 习近平在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
的讲话

梦想属于每一个人袁广大劳动群众要敢想敢干尧敢于追梦遥说到底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袁 要靠各行各业人们的辛勤劳动遥 现
在袁党和国家事业空间很大袁只要有志气有闯劲袁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在
宽广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遥许多劳动模范平凡而感人的事迹袁都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遥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袁提倡通过诚实
劳动来实现人生的梦想尧改变自己的命运袁反对一切不劳而获尧投机取
巧尧贪图享乐的思想遥

要要要2016年 4月 26日袁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尧劳动模范尧青年代表
座谈会上的讲话

渊下转 4版冤

学习路上：五年来，习近平这样多次阐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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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袁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袁也必将大有作为遥这是野长
江后浪推前浪冶的历史规律袁也是野一代更比一代强冶的青春责任遥 广大
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袁志存高远袁脚踏实地袁努力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遥

要要要2013年 5月 4日袁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谈到

千里之行袁始于足下遥 我们国家的发展前景十分光明袁但道路不可
能一帆风顺袁蓝图不可能一蹴而就袁梦想不可能一夜成真遥 人间万事出
艰辛遥越是美好的未来袁越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努力遥真抓才能攻坚克难袁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遥

要要要2013 年 4 月 28 日袁 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
时谈到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袁共同享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袁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袁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
成长与进步的机会遥 有梦想袁有机会袁有奋斗袁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
够创造出来遥

要要要2013年 3月 17日袁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梦最根本的是实现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遥关于这个问题袁需要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向度来认识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袁中华民族经历了
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动荡尧外族侵略尧战争磨难袁但中国人民始终自强
不息尧顽强斗争袁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遥看待当今中国袁一
定要深刻认识中国近代以后所遭受的民族苦难袁 一定要深刻认识这种
长期的民族苦难给中国人民精神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遥所以我们说袁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遥 中
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袁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遥 中国梦不是镜中花尧水中
月袁不是空洞的口号袁其最深沉的根基在中国人民心中遥

要要要2015年 9月 22日袁习近平接受叶华尔街日报曳采访

人们想起童年都是美好的尧最难忘的袁童年也是人的一生中经常会
回忆的时光遥 我看到你们袁就想到了我们民族的未来遥 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袁将来要在你们手中实现袁你们是未
来的主力军尧生力军遥希望全国各族少年儿童都野好好学习尧天天向上冶遥

要要要2015年 6月 1日袁习近平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时强调

中国梦是国家梦尧民族梦袁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遥 广大海外侨胞
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尧雄厚的经济实力尧丰富的智力资源尧广泛的商业
人脉袁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遥 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袁
有力出力袁有智出智袁团结一心奋斗袁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
大力量遥

要要要2014年 6月 6日袁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
谊大会代表时讲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袁实现国家富强尧民族振兴尧人民幸福袁是近
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遥中国梦与台湾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遥中国梦是两
岸同胞共同的梦袁需要大家一起来圆梦遥 两岸同胞要相互扶持袁不分党
派袁不分阶层袁不分宗教袁不分地域袁都参与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袁让
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早日成真遥

要要要2014年 2月 18日袁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连战一行

在亿万中国人民前行的伟大征程上袁广大留学人员创新正当其时尧
圆梦适得其势遥 广大留学人员要把爱国之情尧强国之志尧报国之行统一
起来袁把自己的梦想融入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壮阔奋斗之中袁把自己的名
字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之上遥

要要要2013年 10月 21日袁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周年庆
祝大会上讲到

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袁 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袁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袁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曰不仅造
福中国人民袁而且造福世界人民遥 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袁不
是动荡曰是机遇袁不是威胁遥

要要要2013年 5月袁习近平在接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尧哥斯达黎加尧
墨西哥等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时回答到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袁都有自己的梦想遥 现在袁大家都在讨论中
国梦袁我以为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袁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
的梦想遥空谈误国袁实干兴邦遥我坚信袁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时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袁 到新中国成立 100年时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袁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遥

要要要2012年 11月 29日袁习近平在参观叶复兴之路曳展览时的讲话

来源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学习微平台

渊上接 3版冤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袁 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
中华儿女共同的梦遥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袁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
印袁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遥

要要要2014年 6月 6日袁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
谊大会代表时讲到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袁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袁必须不断
为人民造福遥

要要要2013年 3月 17日袁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袁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曰
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袁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尧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曰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袁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
大团结的力量遥

要要要2013 年 3 月 17 日袁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中华民族的昨天袁可以说是野雄关漫道真如铁冶曰中华民族的今天袁
正可谓野人间正道是沧桑冶曰中华民族的明天袁可以说是野长风破浪会有
时冶遥现在袁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袁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尧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遥

要要要2012年 11月 29日袁习近平在参观叶复兴之路曳展览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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