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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 8 月 31 日召开会议，研究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和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
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0月11日
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十

八届七中全会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
开。

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将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总结
过去5年工作，回顾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当前

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制定适应时
代要求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动员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继续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局面而团结奋斗。

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指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
展顺利，要继续扎实做好大会筹备工作，
确保大会胜利召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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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中塔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17 年 6
月 23 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主持召
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
会时的重要讲话，31 日由新华
社公开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系统总结回顾了改革开放近 40
年 来 ， 特 别 是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我国反贫困斗争取得的重
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全面分析
了当前脱贫攻坚工作面临的形
势和任务，深刻剖析了深度贫
困的主要成因，明确了精准脱
贫的基本方略，指明了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方法论、关键点、
突破口和需要把握的问题。这篇
重要讲话的发表，对于深入学
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战
略思想，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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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至 5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
次会晤将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自 2006年
首次外长会议以来，金砖国家历经十年发
展，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厦门
会晤将开启下一个“金色十年”。

厦门会晤期间，中方将举行新兴市场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首次邀请新兴
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 5位领导人出席，
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聚焦落实 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的南南合作及国际发展合作平台。

中方愿与其他成员国一道，共同把金
砖合作做大、做实、做强，提高金砖机制
的“含金量”，以造福五国并惠及世界。从
范围看，金砖合作机制影响力可概括为三
个层次：发端于金砖国家，扩大到更多的
发展中国家，再延展至世界，合作的“同
心圆”如水波一样荡漾开来。

第一个层次是金砖五国的“拳头合作”。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金砖国家就像五
根手指，伸开来各有所长，攥起来就是一
只拳头。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印
度金砖五国有着共同或相似的发展阶段、
发展特征和发展挑战，五国之间资源禀
赋、经济发展各有优势，存在广泛而巨大
的合作潜力。五国精诚合作形成一只拳
头，与分散开来的五根手指相比，力量就
会大增，能够结出更多互惠共赢的硕果。
致力于“拳头合作”，将是金砖国家合作的
方向。

第二个层次是发展中国家的“活力合作”。

9 月 5 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将主持召
开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毫无疑问，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金砖国家的
发展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参考
意义。“金砖+”有助于增添金砖活力，
有助于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共同发展，有助于建设开放、包容、普
惠、共赢的全球化。作为金砖国家轮值
主席国，中国今年围绕“深化金砖伙伴
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的主题，举
办了一系列活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深度参与，金砖合作机制与南南
合作机制不断深化。

第三个层次是世界各国的“新路合
作”。

厦门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主持召
开领导人小范围会议、大范围会议。其
中，小范围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世界经济
形势和全球经济治理、国际和地区热点
问题、国家安全和发展。金砖国家作为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有
责任也有能力为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发
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金砖合作机制将为

世界各国的互惠共赢开辟合作新路，注入
合作新活力。

今年2月，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习近平
主席首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正所谓“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
天下听，公之谓也”。

合作中发展，发展中合作。为“天下
人”建设“天下”，建设“天下人”的“天
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厦门会晤将是一
场开启世界各国崭新合作的会晤。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中国方案研究院执行院长）

合作画出金砖“同心圆”
■ 罗来军

本报北京 8 月 31 日电 （记者杜一
菲） 国家主席习近平 31 日在人民大会堂
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新兴市场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塔吉克斯坦总
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
建立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塔
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塔是亲密无间的友
好邻邦和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建交 25
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中塔关系发展取得丰硕成
果。两国 2013 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
来，高层交往、政治互信、务实合作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塔方一
道，以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为契机，推动中塔合作深入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赞赏塔吉克
斯坦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一带一路”
倡议。双方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
塔 2030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对接，落
实好中塔合作规划纲要，加强交通、能源、
口岸、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构建全方
位互联互通格局。双方要打造新的合作增
长点，做大做强农业合作，深化产能合作，
支持科技创新和交流。双方要加强经贸合
作，中方支持塔方同中国金融机构、丝路

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合作联
系，愿与塔方共同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
化。中塔同为丝绸之路文明古国，应加强

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筑牢两
国友好民意基础。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6

年来，为维护地区稳定和繁荣发挥了重
要作用。作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中
方愿同塔方密切协作，共同推动本组织
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对外交往、
机制建设等合作迈上新台阶。下一阶
段，上合组织要加强安全合作；推动互
联互通、贸易便利化进程，逐步打造区
域融合发展格局；推进人文交流，深化
各国民众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拉赫蒙表示，塔方积极支持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深挖两
国合作潜力，扩大金融、农业、水利、产能、
能源、矿业、科技园区、交通运输互联互通
等领域合作。塔方重视密切同中方教育、
文化、青年、地方交流，愿加强两国在地区
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及执法、安全合作。
塔方将全力支持中方履行好上海合作组
织轮值主席国职责。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
了 《中塔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见证了 《中塔合作规划纲
要》 及科技、农业、能源、基础设施、
人力资源、地方、媒体等领域 10 多项合
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
外广场为拉赫蒙举行欢迎仪式。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记者王慧慧）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8月3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
出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塔吉克斯坦总统
拉赫蒙。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记者王慧慧） 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3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塔吉克斯
坦总统拉赫蒙。

李克强张德江分别会见拉赫蒙

图为会谈前，习近平为拉赫蒙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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