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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
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 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
行。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
容。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
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习近平同志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发

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把我们党对国家安
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是指导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强大思想
武器。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对于全党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

设，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共分4个专题：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
全；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走和平发展道路。书中收入450段
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年 11月 15日至 2018年 3月 20日期间公开发表的
讲话、报告、谈话、指示、批示、贺信等180多篇重要文献。

4 月 1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经过 30 年不懈努力，海南已
从一个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30年来，海南侨胞与海南一起，以开放为笔，以创新
为墨，在先行先试中，讲述了改革开放的“海南故事”。

立足侨情 共谋发展

有海的地方就有海南人，自古以来，海南便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19世纪初开始，海南人
就有为生计下南洋的传统，并随着大海的波涛飘至世
界各地。目前，海南共有海外华侨华人390多万，分
布在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归侨侨眷 110 多
万。

30年来，海南侨胞与海南携手前行，助力海南开
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有统计称，1987年，海南
对外贸易总值仅有2.92亿美元，2017年激增至103.68
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35.5倍。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陈奕平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谈道，“海南侨胞出国比较早，发展不错，
同家乡联系日益密切”。

侨乡成长 侨胞助力

大批华侨华人带着自己奋斗得来的财富回到
海南，修路建房、投资兴业，同时也带回新的生
活方式和理念，海南侨乡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

“新元素”。
将优美自然环境同归侨带回的异域风情相融合，

万宁市兴隆镇从毫不起眼的“荒僻之地”，变成了海
南著名的“旅游驿站”。如今，这个传统旅游小镇不
断丰富旅游资源，提升旅游品质，新增游玩项目，吸
引了国内外深度游客人。近日，万宁市政府与著名侨
企泰国正大集团签署协议，合作建设“万宁兴隆咖啡
共享农庄”项目，打造世界华侨文化交流高地。

文昌是海南知名侨乡，旅居海外的文昌籍华侨华
人多达128万，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文昌市
委书记钟鸣明在近日举行的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上介
绍，目前，文昌市有侨资企业47家，投资总额约9.55
亿美元，提供了 3100 多个就业岗位。去年以来，有
30多家侨资企业先后与文昌市政府签订了投资协议，
计划投资200多亿元，其中已注册落地的侨资企业有
3家，计划投资额为21亿元。

主动作为 续写新篇

新西兰创世建业公司董事长、海南籍侨胞曾文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祖国更加开放，海南更加活跃，党
中央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
港，对于许多生活在海外多年的年轻华侨来讲，是一
个展露手脚的难得好机会”。

陈奕平表示，“放眼新时代，开放、合作、共赢必将为海
南发展注入新动能，使其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应对各方
挑战中扮演更加重要角色。海南籍侨胞更应行动起来，主
动作为，挖掘自身潜力，为家乡发展助力”。谈及华侨华人
在海南未来发展中作用时，陈奕平称：“华侨华人了解当
地文化，有利于促进人文交流；有一定经济实力，可以参
与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有自己的人脉资源，有能力充
当家乡与住在国企业发展‘协调人’的角色。”

日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许又声在博鳌亚洲论坛·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
上也表示，海外华商可以“既当红娘，又当新娘”。海外
侨胞也应主动帮助海南文化“走出去”，引导海南企业
更好融入国外营商环境，更好谋求发展。

压题照片：海南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新华社发）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习近平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充分体
现了世界级领导人的视野和担当。作为国
家主席，他3次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
主旨演讲，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也为博鳌亚洲论坛赋予了新时代的崇
高使命。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
言，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实现全人类幸福
尊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而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重要演讲也
为世界前途命运提供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为人类命运勾画美好愿景。在博鳌亚洲

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指

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
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
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
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强
调，亚洲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
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博鳌亚
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
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
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
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为亚洲发展指示前行方向。在博鳌亚
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习近平发表题为

《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 的主
旨演讲，确定了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大
方向和基本遵循。他强调，亚洲是世界的
亚洲。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
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
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为全球未来提供全新路径。在博鳌亚洲
论坛2018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为
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五位
一体”的总路径。简言之，政治上要走对
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
新路，安全上要走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安全的新路，经济上要走开放融通、
互利共赢的新路，文化上要走兼容并蓄、

和而不同的新路，生态上要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新路。习近平
还特别强调，要走开放共赢和变革创新的时
代新路。

自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十
九大报告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写入新修改的 《中国
共产党章程》。通过修宪又将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这些重大举措颇具
历史性，并且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习近平外
交思想的核心与精髓，而且上升为党和国

家的意志，充分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
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
大国担当，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鲜明标志。

作为推动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平台，博鳌亚洲论坛发挥了独特而
重要的作用，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高度肯
定。衷心希望博鳌亚洲论坛继续高扬推动
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汇聚

“博鳌智慧”、打造“博鳌方案”，沿着习近平
主席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行。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博鳌智慧”
■ 陈须隆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本报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
倪光辉、吴旭） 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
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

（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
条令 （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
队列条令 （试行）》（统称共同条
令），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全面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
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新形势
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五个更
加注重”战略指导，适应军委管总、
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把全
面从严治军要求体现在条令的各
个方面，增强了时代性、科学性、精
准性和操作性，是新时代军队正规
化建设的基本法规和全体军人共
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新修订的共同
条令颁布施行，对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
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
要意义。

新 修 订 的 《内 务 条 令 （试
行）》，由原来的 21章 420条，调
整为 15 章 325 条，明确了内务建
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坚持政治
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
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着眼新
体制新要求，调整规范军队单位
称谓和军人职责，充实日常战
备、实战化军事训练管理内容要
求；着眼从严管理科学管理，修
改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使用管理、
公车使用、军容风纪、军旗使用
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规定，新
增军人网络购物、新媒体使用等
行为规范；着眼保障官兵权益，
调整休假安排、人员外出比例和
留营住宿等规定，新增训练伤防
护、军人疗养、心理咨询等方面
要求。

新 修 订 的 《纪 律 条 令 （试
行）》，由原来的 7 章 179 条，调
整 为 10 章 262 条 ， 围 绕 听 党 指
挥、备战打仗和全面从严治军，
提出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作
战纪律、训练纪律、工作纪律、
保密纪律、廉洁纪律、财经纪

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10个方面纪律的内容要求；充实思想
政治建设、实战化训练、执行重大任务、科技创新等奖励条件；
新增表彰管理规范，对表彰项目、审批权限、时机等作出规范，
同时取消表彰与奖励挂钩的相应条款；充实违反政治纪律、违规
选人用人、降低战备质量标准、训风演风考风不正、重大决策失
误、监督执纪不力等处分条件；调整奖惩项目设置、奖惩权限和
承办部门，增加奖惩特殊情形的处理原则和规定。

新修订的 《队列条令 （试行）》，由原来的 11章 71条，调整
为10章89条，着眼进一步激励官兵士气、展示我军良好形象、激
发爱国爱军热情，新增誓师、组建、凯旋、迎接烈士等 14 种仪
式，规范完善各类仪式的时机、场合、程序和要求；调整细化阅
兵活动的组织程序、方队队形、动作要领；调整队列生活的基准
单位和武器装备操持规范，统一营门卫兵执勤动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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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海的地方就有海南人

海南打出一手好“侨”牌
杨 宁 王 希

有海的地方就有海南人有海的地方就有海南人

海南打海南打出出一一手好手好““侨侨””牌牌
杨杨 宁宁 王王 希希

4 月 15 日 ，
正在湖北省五峰
土家族自治县举
办 的 2018 首 届
中国茶旅大会进
入高潮，各地游
客 齐 聚 土 家 茶
乡，品春茶、赏茶
艺、听山歌对唱、
自驾游挑战挂壁
公路。图为茶农
和游客在一起采
春茶。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土家茶乡采春茶土家茶乡采春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