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杭州8月3日电（记者王慧敏、焦翔、方敏） 一
个月后，备受瞩目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

（G20峰会） 将在杭州举行。在近日召开的峰会筹备进展
新闻通气会上，杭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无论是场馆
建设、环境整治，还是安保服务等，杭州的准备工作已
基本就绪，召开峰会的条件基本满足。

据介绍，此次峰会所有场馆都是在原有基础上做必
要的改造、提升和完善，整个场馆风格既体现浙江特
色、杭州特点，又体现中国风范、中国气派。

为筹备好此次峰会，杭州开展了6大类605个项目的
环境整治工作。目前已对2334条道路进行了平整，33个
入城口进行整治，264个街容美化项目完成。同时，杭州
大力开展了大气环境整治工作，成为环境监管最严厉的
城市。

在食、住、行方面，杭州也已准备就绪。饮食方
面，杭州已设有总存储量达900吨的食品总仓，所有保障
峰会的食材全部统一采购、统一查验、统一检测、统一
保管、统一配送；出行方面，采取官方保障和市场租赁
两种形式满足嘉宾及中外媒体记者的需求；住宿方面，
嘉宾及媒体入住的宾馆设立了服务保障团队，已培训宾
馆服务人员2万多人次。同时，杭州还安排了4家定点医
院作为卫生医疗保障。

峰会服务方面，杭州已招募、培训翻译员和联络员
1000 余人、志愿者 4000 余人、驾驶员 2000 余人。此外，
还建立了多语种应急联络平台，为外宾提供应急服务。

安全是保证峰会顺利进行的关键。安全保障方面，
杭州不断细化各项安保措施。同时，各种突发事件处置
预案已经制定。

此外，杭州还强化了供水、供电、供气和网络通讯
等安全管理，确保城市运行安全。

杭州进入G20时间
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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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
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
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
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

7月 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赶考”
做了总结和展望。

一

提起“赶考”，你会想起什么？
可能是一个书生携囊负笈，赶到京城参加殿

试，然后金榜题名的场景。
而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赶考”的内涵远比

这些广泛，而且难度更大、意义也更深远。
中国共产党“赶考”之说，源于67年前。1949

年 3 月 23 日上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
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赶考”，一定要考好，党暗下决心。
无论书生赶考还是政党“赶考”，“考生”“考

官”“考题”都是“赶考”的三要素。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考生”的

中国共产党，在“考官”人民群众面前，参加着一
场接一场的考试。“考题”变化万千，都是对执政党的
考验；而答卷分数的高低，则由人民群众评判。

二

60 多年来，历史性“赶考”经历数个重大阶
段，“考题”再难，答卷也要努力让人民群众这位

“考官”满意。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这

样看待历史性“赶考”中的答卷：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考出了农村包围城

市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考出了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考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赶上时代”
为使命踏上新的“赶考”路，考出了日益生机勃勃
的中国，考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历史性飞

跃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考出了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以中共十八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新的历史
起点出发，开始了新的历史性“赶考”。

三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

2012 年 11 月 15 日，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的习近平这样说。

新时期，“考题”有了新的形式，还给“考生”增加
了难度：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法
治建设任重道远，舆论格局日趋复杂……在国内，

“中等收入陷阱”检验着“考生”的智慧。
国际上，世界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并
不轻松。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萨德”系统在
韩国部署、TPP协定有意避开中国……个别国家忧
惧中国实力增强，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干扰、
围堵。

面对变化的“考题”，“考生”不仅要掌握解决
新问题的能力，还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不得丝毫
自满和松懈。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来到“赶考”始发地
西柏坡，在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郑重地说：

“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
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
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
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行百里者半九十。此时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更
应保持清醒头脑，解决好在“赶考”中遇到的各种
复杂问题。

复杂问题如何解答？十八大以来，中共如何
“赶考”？这些都能在“新理念”“新实践”中找到
答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
略目标、新发展理念、“一带一路”、精准扶贫、创

新驱动、八项规定、两学一做……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这些“热词”里，在一

桩一件实事中，在8800多万中共党员的一言一行里。

四

“你年纪比我小，是我老弟。”
说这话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他拉着手的“老

弟”则是宁夏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的村民马克俊。
2016 年 7 月 18 日至 20 日，习近平在宁夏部分

地区深入农村、企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进行调研
考察。

在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姚磨村的蔬菜基地，他
问：“检测标准怎么样？”“一亩地收入多少？”“农
活有技术员指导吗？”“喷灌设施一亩地成本多少？”

看似琐细，但群众利益无小事。
作为“考生”里的第一责任人，习近平用实际

行动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担任总书记3年多来，他已走遍全国2/3
以上省份。

作为“考生”整体，中国共产党在“赶考”途
中不忘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通
党员，同样在做“答卷”。

老高就是这样一个人。
老高叫高德荣，今年 62 岁。退休前，他曾任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副主任、贡山独龙族
怒族自治县县长、独龙江乡乡长等职，当地人称他

“老县长”。他最牵挂的事，始终不离两个字：一个
是“路”，高黎贡山的路；一个是“富”，独龙族同
胞如何致富。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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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意见》提出，欧美同学会 （留学人员联谊会） 要贯彻支持留
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落实党和政府的留
学人员政策；加强对归国留学人员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增进
国情认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吸引和举荐归国留学人才，做好归国留学人员代表人士发
现、培养、使用、管理、服务工作；引导支持归国留学人员创新
创业，宣传鼓励优秀归国留学人员，弘扬留学报国传统；关心归
国留学人员的工作、学习、生活，反映其愿望诉求，维护其合法
权益；加强同海外留学人员和留学人员组织联系，开展形式多样
的交往交流活动。

中办印发《意见》

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

为中国的“G20 时刻”喝彩
■ 王 文

本报里约热内卢8月3日电（记者张
保淑） 中国体育代表团 3 日在里约奥运
村举行升旗仪式。中国代表团团长、国
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击剑名将雷声将出任中国体育代表
团里约奥运开幕式旗手。

当地时间 8 月 5 日晚，第 31 届夏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将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的马拉卡纳体育场举行。

图为升旗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摄

中国体育代表团举行升旗仪式

历史性赶考的崭新答卷
本报记者 严 冰 陈振凯 柴逸扉

历史性赶考的崭新答卷历史性赶考的崭新答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冰冰 陈振凯陈振凯 柴逸扉柴逸扉

本报北京8月 3日电 （记者陈劲松）
2016 年里约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大会 3 日在中国残联举行。308 名运动员
将参加 17 个大项 328 个小项的比赛，是

我国参加境外举行的残奥会运动员人数
最多、参赛项目最多、代表团规模最大
的一届。

据悉，里约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

长由中国残联主席、中国残奥委会主席张
海迪担任。代表团总人数为 499人，其中
运动员 308 人 （包括男运动员 161 人、女
运动员 147 人），教练员、工作人员 177
人，竞赛辅助人员14人。运动员平均年龄
26 岁，其中最大的 52 岁，最小的 14 岁。
参赛运动员全部是业余选手。

里约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1 个月后的 9 月 4 日，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全球治
理平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峰会 （G20 峰会），将在中
国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拉 开 帷
幕。届时，G20 领导人及
10 多位特邀国家的领导人
将来华参会。中国的“G20

时刻”即将到来。
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 G20 峰会，牵头

制订全球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并为之提
出“中国方案”。这将是中国综合国力尤其
是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值此时刻，人们有充足理由为这个中
国的“G20时刻”喝彩。

第一，中国人民应为国家站到国际舞
台中心位置而喝彩。中国拥有这样的机
会，来之不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同时不断融入国
际社会，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与改革。尤其
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发展对世
界发展的贡献不断提升，逐步走进世界舞台
中心。这为举办 G20 峰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背后凝结着中国两三代人的艰辛努力。

第二，舆论应为中国各方为峰会顺利
举行付出的努力而喝彩。举办G20是一项系
统工程。每年 G20 峰会前，都会进行多轮协
调人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各类部长
会议、工作组会议等上百场磋商与谈判。各
种繁琐、复杂、反复，很多时候仅有参与者才
能体会。今年，笔者任职的智库作为 2016 年
官方授权G20智库会议（T20）的共同牵头智
库，与国内外智库合作，在全球举办了 10 轮
智库会议。期间，笔者亲身感受到台前幕后
的艰苦沟通和艰难协调。显然，中国各个
方面为今年 G20 的顺利、成功举办作出了
不懈努力。特别是杭州市更是倾尽全力、

精心准备，目前各项工作已基本完成。
第三，世界应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而喝

彩。G20绝不是清谈馆。它的每一份成果，
都将成为全球大国以及国际经济金融运行
的规则参照。比如，如何让各国协调宏观
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如何推进全球层面
的结构性改革，如何稳住包括石油、铁矿
石等在内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如何落实联
合国层面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等
等。这些高大上的话题，其实既与世界经
济复苏有关、与各国发展有关，也与每个
人的生活有关。如今，中国正耐心且富有
创造地向世界贡献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国
际规则，从而让国际体系变得更公平、更
合理、更开放。这将再一次证明，中国坚
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
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举办 G20 峰会，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

课题。它涉及增长、贸易、汇率、安全、
就业、能源、粮食、气候等方方面面，既
需要大量的物质投入，也需要众多的相关
人才，而中国在后一方面的储备并不十分
充足。举办 G20 峰会，既是对中国的一次
检验，也是中国了解国际规则的一个机
会。这必将为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更好
参与国际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从而促进人
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G20杭州峰会一定会十分精彩，让我们
为它喝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