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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是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人民领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从实践中

产生的科学理论。从今日起，本报推出“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通过实地采访，追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轨迹，以期使广大海外读者更好地理解新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

和精神实质。

深圳莲花山满目苍翠，山顶的邓小平铜像
巍然矗立。2012年 12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铜像旁亲手种下一棵高山榕。如今，这棵十多

米高的大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国内

考察就选择到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深圳，这

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宣示，这是一次影响深
远的思想引导，这是一次催人奋进的改革动
员。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时隔 5 年多，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

我们来到深圳，沿着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的足迹，回顾那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场景，再
现那一个个令人难忘的画面。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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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日 前 ，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在 第 四 届 东 方 经 济 论 坛 全 会 上 发
表题为 《共享远东发展新机遇 开
创 东 北 亚 美 好 新 未 来》 的 致 辞 ，
强 调中方愿同地区国家一道，维
护地区和平安宁，实现各国互利共
赢，巩固人民传统友谊，实现综合
协调发展，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和
发展繁荣。

东北亚地区华侨华人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共同建设开放型区域经济”

“努力构建东北亚经济圈”“不断做大
共同利益蛋糕”“使本地区人民共享
合作机遇和发展成果”等主张，非常
契合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
求，也给海外华侨华人发挥更大作用
提供了空间。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俄罗斯鸿达集团董事长朱余克
说，习近平主席亲自出席第四届东方
经济论坛，不仅体现了中国对中俄双
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将中俄地方交
流务实合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
俄华侨华人懂俄语，了解俄罗斯当地
的文化和法律，在中俄各地区经贸合

作过程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如今，中俄经贸关系翻开新
篇章，东北亚经济圈更受重视，这会
为我们带来更多商机。”

“一方面，远东地区一直是俄罗
斯经济发展的短板；另一方面，如今
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可
以说，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
肯定会助推中俄两国经贸关系，促进
东北亚经济圈建设。”俄罗斯华侨华
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昊说，习近平主
席在致辞中提出的主张，为远东发
展、东北亚经济圈建设带来了难得的
机遇。

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副会长崔
真豪说，“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东方
经济论坛上提出‘构建东北亚经济
圈’‘大力推动小多边合作、次区域
合作’等重要主张，给了我们在韩华
侨华人更多信心和动力。我们长期在
韩国工作和生活，了解韩国当地经济
发展和文化习俗，便于进行有效的市
场调研。未来，我们在韩华侨华人要
做好本职工作，积极融入当地，树立
良好形象。我相信，未来东北亚区域
经贸合作会进一步深化，经济发展会
更加强劲。”

推动各国互利共赢

《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指出，
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提到“实现各国互
利共赢”“积极开展发展战略对接”“巩
固人民传统友谊”，正是体现了机遇共
享、利益共享的合作精神。这能够为东
北亚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带动东北
亚经济圈乃至整个亚洲的发展。“此次
东方经济论坛的召开，将为中日经济合
作和开发第三方市场提供新的合作平
台，促进双边、多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蒋丰说，在日本的华侨华人能够
为中日合作以及东北亚经济圈构建引
进各方资金、技术、经验。

蒙古国内蒙古总商会会长、蒙古国
内蒙古同乡会会长吴海明表示，由于蒙
古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在经贸上与
东北亚很多国家都有联系。“习近平主
席就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提出的最新
理念，给了在蒙华侨华人很大的启发，
我们会进一步调整企业战略规划和商
会工作思路。未来，希望有更多、更具体
的合作内容，建立更完善的合作机制。
作为商会会长，我也会持续关注东北亚
区域合作的最新信息，带动更多企业参
与构建东北亚经济圈。”吴海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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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13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
导意见》。《意见》提出，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是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要通过建立和
完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强化监督管理，促使高
负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尽快回归合理水平，推动国有

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年末比2017年年末降低2
个百分点左右，之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在同
行业同规模企业的平均水平。各级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
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时，应报告国有企业资产负债
情况和资产负债率控制情况。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党中
央、国务院。 （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中办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

9 月 12 日，由新西兰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潍坊风筝扎制和放飞活动作为体验课走进惠灵顿马斯登女子学
校。图为孩子们手拿中国传统风筝和自制的简易风筝合影。 新华社记者 郭 磊摄

深圳河两岸深圳河两岸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毛思倩摄摄

■■ 杨义标杨义标 （（时任深圳市莲花山公园管理处主任时任深圳市莲花山公园管理处主任）：）：

总书记种下总书记种下““信心树信心树””
■■ 李灏李灏 （（曾任深圳市委书记曾任深圳市委书记）：）：

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家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家
■■ 马化腾马化腾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总书记的话让我们更有劲头总书记的话让我们更有劲头

■■ 郑宏杰郑宏杰 （（时任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局长时任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局长）：）：

总书记叮嘱我们不搞总书记叮嘱我们不搞““瓜菜代瓜菜代””
■■ 邓锦辉邓锦辉 （（罗湖区渔民村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罗湖区渔民村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总书记希望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总书记希望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而这一切原因何在，吸引着
全世界有识之士来一探究竟。

中国做对了什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世界的目光不约而同落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上。《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二卷）《摆脱贫困》等著作译成多国
文字畅销海外，外国政要学者纷纷试图从中一
窥中国发展的秘密。

的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的根本指针，也是中
国未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主心骨、定盘星。
理解中国的当下与未来，离不开新思想；而要
理解新思想，必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
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理
论正是从对时代课题的回答中走来，新思想正
是从改革开放的火热实践中走来。

1982年，29岁的习近平来到河北正定，白
天下乡调研，晚上研读县志。在正定工作的
1000 多个日日夜夜，他的足迹遍及全县 25 个

公社、221个大队。他脑中总想一件事：让乡亲
们吃饱肚子。1988年，他刚来到全国18个集中
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福建宁德，就下乡搞调
研，进村入户，访贫问苦，宁德地区 124 个乡
镇，他去过123个。“弱鸟”怎样先飞？他殚精竭
虑。如何解决温饱、摆脱贫困？是中国一直以来
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是习近平不断在实践中上
下求索的重大课题。他曾说，“40多年来，我先
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
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正是
在人民的创造与奋斗中，在不懈的实践与思考
中，“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思想浮出历史的
地表。

2005 年，当时在浙江工作的习近平来到

安吉余村调研。在上世纪90年代，余村依靠炸
山开矿和建水泥厂，一度成为安吉的首富村。
然而，虽然老百姓的口袋鼓了起来，生态环境
破坏、矿难事故频发的问题却也逐渐显露出
来。当地痛定思痛，将高污染企业陆续关停，开
始向绿色发展转型。习近平听说余村的故事之
后非常高兴，与村民们分享起了自己长期以来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并创造性地提出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大论断，成为今
天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早在 1984
年 3月 9日印发的《中共正定县委一九八四年
工作大纲》中，就提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
持良好的生态环境”。33 年后的 2017 年，中共
十九大报告中写道，“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2012年，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中央提出

“八项规定”，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同样，对共产
党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思考，也贯穿在习近平
的从政生涯之中。1983年，担任正定县委书记
后不久，习近平就针对干部作风问题提议出台
了“六项规定”。1991 年，经过调研，刚到福州
任职的习近平决定把改变干部作风作为打开
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提倡“马上就办”的精神。
在从政生涯中对管党治党一以贯之的理论思
考和政治主张，逐渐演化出了今天习近平关于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思想。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正是
对这些时代课题的思考与探索，凝铸成了科

学的理论体系。这些闪光的思想，与改革开
放的实践相生相成、共进同行，从群众的实
践经验中汲取智慧，经过总结、推广之后再
回到群众中去。科学的理论，从来不是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
认识，这种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正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厚磅
礴力量的源泉。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时代孕育伟
大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条件下创立并不
断发展的。在新思想的指引下，站在新的历史
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展现更加强
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中国也必将给
世界带来新的精彩与期待。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 海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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