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竹藤组织成立二十周年

习 近 平 致 信 祝 贺
本报北京11月6日电 国际竹藤组织成立20周年志庆暨竹藤

绿色发展与南南合作部长级高峰论坛6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国际竹藤组织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国际竹藤组织成立20年来，为加快全球竹藤资
源开发、促进竹藤产区脱贫减困、繁荣竹藤产品贸易、推动可持
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绿色
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中国。中国将继续支持国际竹藤组织工作，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丽的
世界。

国际竹藤组织成立于1997年，是第一个在中国设立的政府间
国际组织。

“华龙一号”首台核能
发电机研制成功

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半转速汽轮发电机，
近日成功通过厂内型式试验，标志着我国三代核电自主品牌“华龙
一号”半转速汽轮发电机研制成功。

图为“华龙一号”发电机。 新华社发

李克强会见芬兰议长
本报北京11月6日电（记者杜一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日在

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芬兰议会议长洛赫拉。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在创新、清洁能源、环保、职业教育等

芬方具有优势的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开创中芬关系更加美好的明
天。

在谈到中国的发展时，李克强指出，过去30多年，中国通过改革
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未来我们还要依靠深化改革，
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通过扩大开放同各国密切交流
合作，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张德江与芬兰议长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记者白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张德江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芬兰议长洛赫拉举行会谈。
张德江说，上个月召开了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

要报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战略部署，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行动纲领。访问中议长女
士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对更加美好的明天充满信心。张德江就进
一步加强两国立法机关合作提出三点看法。一是加强友好交往；二
是推动务实合作；三是促进人文交流。

俞正声出席两岸企业家峰会
本报南京11月6日电（记者尹晓宇） 2017两岸企业家紫金山

峰会6日在江苏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大会并致辞。
俞正声表示，新时代的两岸关系蕴含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

间，也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我们矢志不渝，继续推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两岸同胞要保持前进定力和
必胜信心，排除一切障碍和干扰，继续沿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正确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我们毫不动摇，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和“九二共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
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只有
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
方才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两岸关系才能
拨云见日、重回正轨。我们旗帜鲜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台
独”分裂图谋。我们满腔热忱，努力践行“两岸一家亲”重要理
念。两岸同胞应当携手并肩，一道走进新时代，共圆中国梦，共
创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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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关键词十九大关键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十九大报告主题 68 个
字，打头便是这8个字。外媒评论认为，中共不只
是执政党，更是使命党。简短 8 个字，“使命党”
特点充分展现。

幸福和复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
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中共不忘初心，时刻铭记“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媒体见面时，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

中共牢记使命，时刻努力“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建党96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逆境还是
顺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
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
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
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中共的诺言和担
当。

体现和落地

“初心”和“使命”，在报告中掷地有声，更在
成就中落地生根。

十八大以来的5年，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深入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

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
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
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教育事业
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就业状况
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

“初心”和“使命”，还彰显在“我最牵挂的还
是困难群众”的新年贺词中，体现在总书记“每到
一个地方调研，我都要到贫困村和贫困户了解情
况”的行动中，落脚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每名党员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实干中。

追寻和兑现

首次离京，即为追寻。
十九大闭幕仅一周，10 月 31 日，习近平带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
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
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

不忘初心才能永远年轻。正如总书记所说，只
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
产党永远年轻。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
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不忘初心才能赢得民心。96年来，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值得我们骄
傲和自豪。同时，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
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
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
作善成、一往无前。

不忘初心，号角吹响。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
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
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本报记者 陈振凯

自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两国
建立了不错的合作关系。此后中国的发展和稳定，令美国
和全世界都从中受益。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世界
意义重大。两国元首今年已经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取得显著
成果。两国领导人在特朗普就任不久就实现了会晤，此后
又共同推出百日计划并将其落实，合作正在一步步推进，
我们看到各种积极的行动，我本人深受鼓舞。

——美国哈福智库首席执行官、前加利福尼亚州参议
员鲍勃·哈夫

美中两国目前保持着影响广泛的双边经贸关系，特朗普
此次中国之行意义重大。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中国
位列第二并发展迅速。过去10年，中国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美国各地希望成为中国投资的目的
地，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和市都期待与中国交往并缔结姐妹省

州、城市关系。中国的增长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创造
了机会。美中任何一国陷入衰退，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霍华德·沙茨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哪位美国
总统入主白宫，都会认识到美中关系是如此重要，任何人
都必须高度重视，使其不断巩固加强。经过近 40 年的发
展，美中关系内涵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多层次、多领域
的交流合作让两国关系更为稳固。中国成功让众多人口脱
离贫困，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繁荣，也为世界发展进步注
入动力。美国的发展有赖于蓬勃向前的中国经济，中国的
发展同样有赖于实力雄厚的美国经济。稳定的美中关系让
双方都受益。

——美中合作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福斯特
（本报综合新华社电）

聚焦中美元首会晤

应习近平主席邀请，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 11

月8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在特朗普访华

前夕，美国各界开始热议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对中美

关系发展和促进世界稳定

繁荣的重大意义。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构建”为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主要路径。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高举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
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
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赞
成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中国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
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

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
对以强凌弱。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
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
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的目标。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呼吁，各国
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它的关
键在于各国人民必须同心协力，国际
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
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
力，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
平的世界。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
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

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大国
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强
买强卖的霸道。

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
全的世界。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
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
为本国的挑战。各方应该树立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要坚
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
的世界。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
国。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
壑。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
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

容的世界。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
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不
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
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
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
丽的世界。《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全球
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国际社会不
能让这一成果付诸东流。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正在全面推进，已经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
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
件。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使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
塑造力进一步提高。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研究员、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

两个“构建”指明中国外交方向
■ 夏立平

图为10月18日，上海，党员、群众在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屠知力摄 （人民视觉）图为10月18日，上海，党员、群众在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屠知力摄 （人民视觉）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美智库：“美中关系稳，双方都受益”

就美国得克萨斯州教堂枪击事件

习近平向特朗普表达慰问
本报北京11月6日电 11月 6日，习近平主席就美国得克萨

斯州教堂枪击事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慰问电，向无辜遇难者表
示沉痛的哀悼，向伤者和受害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祝愿受伤
者早日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