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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
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
也是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近 4 年
来的实践表明，我们是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

“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周边命运共
同体精神相通。在“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古丝
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扎实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继承和弘扬丝路精神，
有利于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
地生根，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源
源不竭的动力。

“一带一路”建设契合周边国家发展
的现实需求。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
同体，加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优
质产能走出去，把中国与周边国家更加
紧密地连结起来，帮助其实现发展振
兴。以巴基斯坦为例，截至目前，在建
或已建成的早期收获项目总投资额已达
185亿美元。来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表

示，“中巴经济走廊”充分贡献新的经济
增长点、新的就业机会，将使超过60%的
巴基斯坦人口从“一带一路”中获益。

“一带一路”建设符合打造周边命运
共同体的长远目标。政策沟通上，我们
积极推动同周边国家开展政策协调，寻
求利益共同点，得到积极响应。设施联
通上，积极推进跨境通道建设，为经济
长远发展奠定基础。目前中国已通过 73
个公路和水路口岸，与周边国家开通国
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 356 条。贸易畅通
上，据统计，2016 年中国与“一带一
路”参与国家贸易总额为 9535.9亿美元，
占中国与全球贸易额比重的25.7%。资金
融通上，2016 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批准贷款 17 亿美元；截至去年底，国
家开发银行向沿线国家累计贷款达 1100
亿美元，丝路基金累计投资达 40 多亿美
元，周边国家都是优先受惠对象。

“一带一路”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民
心相通。“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
只有常来往、常走动，才能加强彼此了
解与认同。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推
动与周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旅游方
面，以东盟为例，2016 年中国—东盟双

向人员往来达 3800 万人次，提前实现
2020 年达到 3000 万人次的目标。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的“丝绸之
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全球首
例跨国联合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再次
激活共同的历史记忆：我们是一个无法
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大漠驼铃，沧海帆影，古丝绸之路
将中国与周边国家连为一体，形成了

“使者往来不断，商贩不绝于旅”的汉唐
盛景。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一带
一路”又把中国与周边国家再次紧密相
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愿与
各国一道，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开创各国共同繁
荣的新时代。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一带一路”让周边国家先受益
■ 郑石溪

本报厦门6月18日电（记者钟自炜） 第
九届海峡论坛18日在厦门隆重举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论
坛开幕式并致辞。

俞正声在致辞中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
向第九届海峡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与
会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乡亲表示诚挚问候。

俞正声指出，去年以来，尽管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面临新的风险和挑
战，但两岸交流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推进两岸民间交流合作、深化两岸经济
社会融合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决心和态度
没有改变。我们已经相继出台了20多项政策
措施，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生活、工作
创造更好条件。

俞正声围绕“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
发展”的论坛主题阐述了五点意见。第一，
深化融合发展，需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理
念，共同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两岸同胞
要从“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发，加强交往、

增进了解，逐渐化解心结，更好促进融合发
展，共同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
景。第二，深化融合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
两岸经济合作水平，厚植两岸共同利益。我
们愿意首先同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
遇，努力扩大两岸经济合作的社会效益，增
加两岸同胞的受益面和获得感。第三，深化
融合发展，需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两
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两岸同胞要增强中华文
化自信、中华民族自信，阐发中华文化时代
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
精神支撑。第四，深化融合发展，需要充分
发挥两岸同胞的创造力，进一步增强融合发
展动力。希望更多两岸同胞参与两岸交流，
不断创新交流形式，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五，深化融合发展，
需要两岸同胞携手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坚
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政治基
础，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的必然要求。“台独”是台海和平稳

定与两岸同胞根本利益的最大威胁和祸害。
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分裂国
家、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径，维护好两岸
共同家园。

俞正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
两岸同胞前途命运息息相关，需要一代又一
代中华儿女持续奋斗。两岸同胞要接过历史
的接力棒，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深化两
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
程，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贡献力量。

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等在发言中表
示，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文化是我们的
根，两岸和平与合作是现阶段必须追寻的目
标。不会忘记近代中国的苦难以及复兴中华
的理想，祈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

林文漪、顾秀莲等出席论坛开幕式。
在厦门期间，俞正声还考察了联芯集成电

路制造（厦门）有限公司、厦门银行、正航软件
有限公司等企业，并召开了在闽台商座谈会。

俞正声出席第九届海峡论坛并致辞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
俞正声出席第九届海峡论坛并致辞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

制度笼子

什么是“两个责任”？简单说，就是在党
风廉政建设上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
中，各级党委（党组）负“主体责任”，纪委（纪
检组）负“监督责任”，合称“两个责任”。

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
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

其后，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组巡视汇报、中
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等多个场合，习近平都多次提到“两个责任”。

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不得
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在这些问题中，除去
人为的因素，制度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在
过去的理解中，抓党风廉政，似乎应该是
纪委的分内之事。因此，许多党政机关的
主官，就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重业务、轻党
建”的倾向。因此，强调“两个责任”，就是通
过责任追究扎紧制度笼子的一种做法。

守土有责

对于“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情
况，习近平曾指出：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
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
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决不允许
出现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
象！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能明
哲保身。……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
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
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

换句话说，党委、纪委、其他职能部
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做到

“守土有责”。一方失守或擅离职守、玩忽
职守，制度就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针
尖大的窟窿就会漏过斗大的风。

事实上，2015 年已经被定义为反腐的
“责任追究年”——不仅要推动主体责任的
层层落实，而且会强化责任追究，尤其是
要突出问责。比如，2015年2月，中央纪委
监察部网站就首次曝光了8起履行“两个责
任”不力的典型案例，涵盖广东、上海、
山东、山西、湖南、云南等多个省市；

2014 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单位晒出的整改清
单中，多家单位都晒出了有关国企央企的
董事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因为下属违
法违纪而被追责的案例。

问责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为问责工作提
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2015 年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2016年颁
布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对问责情形
以及相关处分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为问责
提供“标尺”的同时，促领导干部强化责
任意识，更好地履职尽责。

理顺关系

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
方面是理清责任、落实责任。“两个责任”
的厘清，对于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推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强调党委的“主体责任”？这
是因为，党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
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成效。比如，有的党
委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成分内之事，开
个会、讲个话就万事大吉了；有的疏于教
育、管理和监督，放任一些党员干部滑向
腐败深渊；有的领导只表态、不行动，说
一套、做一套，甚至带头搞腐败。因此，
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必须牢固树立

“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
识，解决好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
题，种好自己的“责任田”。

同样，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
机关，对党风廉政建设责无旁贷，必须履
行好监督责任。过去，在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中，有的纪委承担了很多本该
由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承担的任务，
出现了越位、缺位、错位、不到位的现
象。明确并落实好纪委的“监督责任”，才
能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又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工作和任
务，经常进行检查监督，严肃查处腐败问
题，集中精力抓好执纪监督主业。

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要防止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流于形式，就必须完善并
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办法，对每一个问题都
要分清党委负什么责任、纪委负什么责
任、有关部门负什么责任，健全责任分
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坚
持有错必究、有责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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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
巡视反馈情况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第二次集中向社会公布，当天公布了
中央巡视组对14所中管高校党委开
展专项巡视的反馈情况。多个高校党
委被中央巡视组指出落实管党治党

“两个责任”不到位等问题。
……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给中国和世界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何巩固和发
展已有成果、把这项艰巨任务继续推
进下去？需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突
破，用制度来固化。

因此，就有了“两个责任”这个
概念。

6月 18日，第十五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创新驱动、转型升
级”为主题，搭建项目、技术、资本、人才发展平台，共吸引2000多家企业参展。

图为参观者在交易会上体验VR技术。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