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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脚下、渤海之滨、太行之畔。
历史行进的脚步，走过一道道坡、爬过
一道道坎，留下了勃勃生机的气象。

当 5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将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的重大部署时，他站在中国版图前去
审视这片广袤大地，谋划了一个有着
无限可能的新天地。

5 年过去了。匠心独运丹青手，
万里山河起宏图。

数九寒冬，列车疾驰在这片大地
上。从北京出发，习近平总书记3天
的足迹，恰好勾勒了一个等边三角
形。万千瞩目的河北雄安新区，古韵
厚重的天津，焕然一新的北京城市副
中心，京津冀协同发展撬动了一场静
水深流的区域深层次变革。

“发展鸿沟”的问题，千百年来
困扰着人类社会发展。这里用不寻常
的远见与魄力，书写了一份答案。1
月 18 日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
会上，面对齐聚一堂的京津冀负责
人，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要保
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做好这件历
史性工程”；“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
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广袤的华北大地静待新一年的春
耕，燕赵大地起春潮。

加与减，“一盘棋”布局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北京吃不完，天津吃不饱，河

北吃不着。”京津冀流传多年的这句
话，无奈折射了强大的“虹吸效应”
下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

面对“成长的烦恼”，突破口在哪？
“着力点和出发点，就是动一动外

科手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
‘大城市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5年
前定调了京津冀发展的大思路。

看得明白，却不是一件容易办到
的事。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
都史，建设一个新的城市副中心谈何

容易？“首都圈”念叨几十载，从算
小账到算大账的转变又谈何容易？

从问题破题，才能真正解决问

题。中国共产党人有迎难而上的担当
和胆识。破题之际，也恰逢新旧动能
转换的历史机遇期，高质量发展的浪

潮为区域协调发展创造了更大空间。
回眸走过的路。一批弄潮儿从四

面八方来到雄安，因为看好千载难逢

时代机遇；植树造林的雄安本地人，
用粗壮的双手紧握着未来，对今后的
日子满是憧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
谈会上，三省市负责人在发言中不约
而同谈到了这一部署的英明和远见，

“符合党心民意”。
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去擘画和

推动，跳出“一城一地”得失来思考发
展路径，这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到京津冀考察调
研6次，主持召开相关会议9次。”追溯
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想脉
络，能深刻感悟这一战略在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中的意义和分量。

2014 年 2 月，载入史册的一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召开座谈会，专题
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如何

“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
式”，他给出了推进的思路，列出了重
点任务。

“入山问樵、遇水问渔。”随后，
一趟趟调研、一次次论证，协同发展
的 战 略 不 断 深 化 。 北 京 新 的 “ 两
翼”——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
雄安新区两个新城，一种全新的战略
构想，激荡了华夏大地。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集中建
设这两个新城，形成北京发展新的骨
架，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越走，越清晰；越走，越坚定。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
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党的十
九大报告标注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内外发力、加减并用，京津冀三
地拿出了各有亮点的成绩单。从各自
为政、各管一摊，到相互扶持、彼此
协助；从发展战略不清、功能重叠，
到优势互补、统筹布局……“一加一
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日渐
显现。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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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月17日上午，习近平在天津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志愿服务展馆同志愿者们亲切合影。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图为1月17日上午，习近平在天津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志愿服务展馆同志愿者们亲切合影。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1 月 22 日将揭幕的 2019 年世
界经济论坛年会，以“全球化
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
全球结构”为主题。近年，面对
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流
涌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年前在世界
经济论坛年会发表题为 《共担时
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
讲，就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发展提
出一系列重要主张。

围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
么办”等问题，习近平深刻诠释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
矛盾性。这篇纲领性文献，顺应
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
要创新、要共享、要美好生活的
这一最大公约数，发出“只要我
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
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
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的
时代强音，激励全球社会携手共
绘全球化4.0的同心圆。

为共同掌握世界命运而共绘
同心圆。人类只有一个家园。世
界 经 济 论 坛 1 月 16 日 发 布 的

《2019年全球风险报告》描绘了一
幅从环境风险、经济风险到地缘
风险、安全风险的风险“地图”。
对人类社会来说，这些风险是高
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克服风
险，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被
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
森誉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
一未来”。而某些国家却让“零和
博弈”“冷战思维”“后院概念”
沉渣泛起，其恶果只能是“把自
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
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

为共同治理全球事务而共绘同心圆。进入
新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演变，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已达 80%。尤其中国，在全球业已成为

“稳定之锚”和“增长之源”。全球治理体系却

未能如实反映世界格局嬗变，代表
性和包容性不足。《2019 年全球风
险报告》 揭示的实为全球治理赤
字。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全球化
4.0与三种旧版之别，就在于应该摒
弃“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国家
不分大小、强弱、贫富，文明不分高
下、优劣、亲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盛赞中国为“多边主义的最重
要支柱”。坚持中国倡议的共商共建
共享全球治理观，既可纾国家治理
之虞，亦可解全球治理之困。

为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共绘同
心圆。据联合国难民署报告，全球
共 6850 万人因武装冲突而流离失
所。战争、暴力、恐怖主义乃肇
因，究其根本，在于居高不下的发
展赤字，具体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平
等与发展空间不平衡。要让发展更
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
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发展理念
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
协同性。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发
展走出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
的道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
多惠及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建设“一
带一路”倡议虽源自中国，但成效惠
及世界，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当
今世界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

要看中国取得了什么成就，更
要看中国为世界作出了什么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中国方
案，让世界共振，让全球共享。中
国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齐发
展，以共绘全球化 4.0 的同心圆来
共担时代责任。

（作者为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
流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
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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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月 20 日就墨
西哥输油管道爆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向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致
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说，惊悉墨西哥中部发生输油管道爆炸

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
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
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希望伤者早日康复。中方愿为此提供必要
的帮助。

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1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科
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层群
众代表对 《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
稿）》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
会上，7 位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建议。李克强认
真倾听、积极回应。他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去年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这也充
分彰显了人民的力量。做好今年政府工

作，仍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需
要激发市场活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民之
所望为施政所向，你们的意见反映了社
会各界和基层群众的所想所盼，政府要
着力解决民生重点难点问题，推动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

1 月 19 日，河北省
张家口市宣化区少年冰
球队队员利用假期时间
进行训练。该区少年体
校组建起100人的少年冰
球队，邀请专业教练进
行指导，让青少年在课
外时间尽情体验冰雪运
动。图为队员在训练。

陈晓东摄 （影像中国）

就墨西哥发生输油管道爆炸事故

习近平向墨西哥总统致慰问电

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教科文卫体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

韩正出席

寒假

练冰

寒假

练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