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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明确指出：“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应对
当今时代挑战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共中央党
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军教授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一方面，当今世界面临和平
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的全球
性挑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加重。另一方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有目共睹，世界期待
看到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但是这种相互
依存具有脆弱性和不对等性。比如，美国一任
性，世界就有些糟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
义桅对本报记者说，“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更高层面的理念，是要真正把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里，实现平等的相互依存，同时
寻求人类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推动人类文明
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智库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布莱恩·兰兹
也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更高层
级的合作概念，它克服了地缘政治，并以和谐的
发展体系代替丛林法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中国的和合文化：
既强调对现有体系的包容，又超越其局限性，
倡导以人类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
体以命运自主超越中心-边缘依附体系，以命
运与共超越相互依存，以命运共同体超越经济
全球化与政治地方化的分裂。”王义桅说，“事
实上，人类命运体是集世界文化之大成，并非
另起炉灶。这一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比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阴阳合
一’‘众缘和合’等。同时，很多国家的优秀
思想，比如泰戈尔的‘世界相会于同一个鸟
巢’，西方世界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
也都为这一理念提供了丰富滋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
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的一个
全新理念。与过往的赢者通吃、霸权主义完全
不同，这个理念强调的是合作共赢、开放包
容，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是重大创新。”于
军说。

海外舆论对白皮书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理念为世界实现包容性发展提供了中
国方案。正如法国女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索尼
娅·布雷斯莱所说，白皮书提到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既是中国方案，也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内在需要。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
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

于军说：“一方面，中国倡导并推动构建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
系。过去，大国间不是打仗就是结盟，中国选
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通过伙伴关系构建命运
共同体。这条路的最大特点是包容。志同道合
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目前，中国已经
同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
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中国还提出了‘一带一
路’倡议，反响热烈。这是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
中为应对全球问题提供的最耀眼的公共产品。”

布莱恩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向世界
所有国家开放的，这是一种全新的国家间的合
作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是
构建 21世纪世界和平秩序的经济基础，是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块基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坚实的支撑：‘一
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全球互联
互通伙伴关系，不仅关乎国家间的合作，更是
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今，‘一带
一路’建设除了贸易投资合作，还推动了各国
文化间的交流，为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供
了合作平台。”王义桅说。

中国的实践得到了世界认可。埃及官方
《金字塔报》专栏作家卡迈勒·贾巴拉表示，正
如白皮书所说，中国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
献力量，中国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
和借鉴。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学者鲁维斯累伊·
冈萨雷斯认为，中国在推动国内社会进步、
经济繁荣，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实现质的飞
跃的同时，还向世界提供了合作共赢、共商
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和思路，为他国发展带
来新的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是人类共同的未
来。无论是非洲国家期望的经济独立，还是欧
洲国家要把产业和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都是
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王义桅说，“过去
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自由秩序具有一定排他
性，容易造成对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则
是要实现更高层面的包容，为全球化铸魂，为
全球治理带来核心价值观。”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说，中国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不忘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国际使命，
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共同繁荣。这体现了中国
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理想，彰显出中国为人类
作出更大贡献的情怀与担当。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强调，在世界处于
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之时，中国提出的世界文
明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智慧和中国作
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白皮书指出：“世界各国应团结起来，凝聚
起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
民的共识，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
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关注的是人类
共同的利益和终极的目标，正在得到越来越多
的认可。近140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
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这都彰
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强大国际影响
力。”于军说。

正如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副教授奥列格·
季莫费耶夫所说，世界期待“以更加开放包容的
姿态拥抱世界、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互动”的中
国，“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带
来更加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上图：中国参与的基建设施出现在全球各
地，很多国家活跃着中国装备、中国建造、中国
技术的身影……来自中国的基建队伍联通了世
界，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力量。图
为2019年8月31日拍摄的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
桥。 杜才良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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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建更加美好世界
本报记者 张 红

世界怎么了？人类怎
么办？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面对当前治理难题
和发展困境，中国提出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
好愿景。这一理念蕴含的
是中国智慧，体现的是中
国方案，彰显的是中国担
当。《新时代的中国与世
界》 白皮书对“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一理念进行了
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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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至22日，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
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
举行。本届论坛以“维护国际秩序，共筑亚太和平”
为主题，共有76个官方代表团、23国国防部长、6国
军队总长 （国防军司令）、8 个国际组织代表以及专
家学者和各国观察员等1300余名嘉宾出席。

“和平是人类的永恒期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本届论坛的贺信在与会中外代表中引发强烈反
响。他们纷纷表示，将通过广泛交流集智共商、凝
聚共识，为推动国际安全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贡献力量。

习近平主席贺信引热议

谈到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出的“维护亚太地区
持久和平安宁，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需要各国贡献
智慧和力量”，缅甸战略与国际研究所联合秘书长钦·
芒·林恩向本报记者表示，如何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
定，是区域内每个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习近平主席
的贺信真诚暖心，讲出了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合
作才能共赢，不合作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危险的。”

“习近平主席对办好本届论坛寄予厚望，为我们
凝聚和平共识、深化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中国国
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论坛开幕式主旨发言中指
出，当前，国际安全体系和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坚持
相互尊重、实现互利共赢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意愿。亚太
各国命运与共、相互依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我
们的共同利益。

越南国防部长吴春历表示，“维护亚太地区持久
和平安宁”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当前，亚太地区面
临着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安全问题复杂多变、传统安
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等多种挑战。这些安全风险
不能由一个国家来应对。“相互尊重、大国履行责
任、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将
是保障亚太安全稳定的四个前提条件。”

以对话交流增信释疑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中国坚持以对话促合
作、以合作促和平、以和平保发展。参与本届香山论
坛的中外代表对此深有共鸣。在他们看来，通过对
话、交流、讨论、协商等机制，能够有效消除疑虑、
避免误判、增加互信。

“贺信中提到的合作、和平、发展、安全等关键
词是互相联系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阮宗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亚洲是世界上经济
发展最快的地方，同时也面临着安全赤字增加、发展
不平衡等问题。亚洲的繁荣发展将是地区安全稳定的
保障，实现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则依赖和平的环境。

“国家间有分歧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通过对话交流
化解可能的冲突，增加相互信任与理解，从而实现合
作共赢与和平发展。”

第三次参与北京香山论坛的意大利意中基金会商
业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波·法苏洛高度赞赏北京香山论
坛秉持的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精神。他告诉本报记

者，“面对国际安全领域的多重威胁，加强对话合作非常重要，能够帮助各国解决好
共同关心的重大安全议题。”

埃及国防和军工生产部长默罕默德·扎齐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论坛汇
集各界精英共商和平大计，为应对共同安全威胁和挑战提供政治解决的机会。

“希望我们能为论坛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建立全面持久和平、实现人民幸福安康
的意愿而努力。”

中国贡献令世界赞赏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面对复杂的安全威胁，各国要紧密团结起来，坚
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不断完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符合
地区发展实际的安全架构，更好促进亚太地区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为促进世界
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日益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与会中外代表聚焦贺信传递的中
国声音。

“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面对全球安全治理中层出不穷的
新挑战、新威胁，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再次谈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展
现出中国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原则立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联席主席苏
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大国关系好，全球稳定就有保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军事科学院战
争研究院研究员李抒音指出，选择“大国竞争”还是“大国合作”？中国已经给
出了答案。中国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导构建安全共同
体，就是呼吁世界各国摒弃零和博弈的绝对安全观，选择合作而非对抗。

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访问学者拉吉夫·兰简·查图瓦迪对本报记者表
示，“作为第四次参与香山论坛的代表，我深刻感受到，中国一贯坚持认真倾听
其他国家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意见和看法，在良好互动中寻求共识最大化。”

中国智慧：
更高层级的合作概念

中国方案：
推动世界包容性发展

中国担当：
让和平发展阳光普照

江苏省盐城市把环保产业作为生态盐城建设的重要抓手，以盐城环
保科技城为载体，推动环保产业从末端治污向源头治本升级，以生态的

“绿”提升经济发展的“质”，带动形成千亿级的新兴支柱产业，给经济提质
发展注入清新动力。

打造让百姓看得见的环保产业
在位于盐城亭湖区盐东镇的江苏绿方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由盐城环保科技城投入近3000万元的同济大学盐城环保研究院畜禽粪
便转化有机肥项目，经过3年多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产业化，目前产品供不应
求。公司还与盐城50多个乡村签订了年处理10万-20万吨的畜禽粪便资源化利
用基地建设协议。

解决农村生活污水问题是2019年盐城环保科技城的又一重要举措。国
电投远达环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联合环保科技城上下游企业，采用生物氧
化和人工湿地一体化+风光伏技术，将农户污水管网连接到处理罐上，处理
设备“隐身”于草坪下面，出水水质可达一级A标准。目前，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项目覆盖盐城12个村镇8000多户居民及村镇办公场所，工程内容包括53
个花园式污水处理站点以及污水收集管网系统，远达环保也被上海市崇明

区确定为战略伙伴，全面参与“一岛一区”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和自然生态
水景观建设。

打造让企业减本降排的环保产业
近年来，盐城环保科技城整合细分领域领军企业和先进研究机构，采用

第三方“技术代运行”模式，为众多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撑。成立时仅有3个人
的南京大学盐城环保技术与工程研究院，如今已是一支223人的团队，其中
博士就有32人，依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治理
与毒性减排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技术，通过驻点企业代管污水站运行方
式，已帮助300余家企业创建“标准化污水处理站”，为江苏沿海地区及淮河
流域众多企业提供了技术保障。

南京大学盐城环保技术与工程研究院既要承担国家和江苏省重大科研
项目，还要将研究成果产业化。第三方“技术代运行”模式，最大的便利就是确
保达标排放，让企业放心生产，同时避免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出现不
达标处理或偷排偷放的现象，也提升了企业员工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江苏菲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湿电除尘器科技含量达到了国际领
先水平。由菲达环保承建的三河电厂300兆瓦机组4号炉湿电除尘器项目，

自去年7月份试运行以来，一直保持着稳定运行。该项目的成功运行，不仅巩
固了菲达环保在国内环保装备行业的龙头地位，还让我国在煤炭高效清洁利
用领域的技术跃入国际领先水平。

打造未来环保产业的“盐城链条”
新一轮的绿色发展，就是要将环保产业聚集区升格为环境系统解决方

案的超级服务商。盐城环保科技城通过造载体、出政策、建机制，创建一流
生态环境，集聚了一大批优势资源。

今年6月初，由国际知名科学家率领的创新团队在盐城环保科技城建设
“新型太阳能辅助城市空气清洁示范系统”项目，项目主体工程是建造一座
由太阳能驱动的除霾塔，通过去除大气环境中的PM2.5等雾霾形成的关键
前体物，从而有效遏制区域雾霾形成并清洁城市空气。

目前，盐城节能环保产业已形成以烟气除尘、脱硫脱硝、水污染治理设
备和节能电光源、环保滤料为主的产业格局，产业规模超千亿元。盐城节能
环保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由2010年底的350亿元增加至2018年底的1490亿
元，产业规模扩大3倍多。不断壮大的节能环保产业，在提升盐城经济运行
质效的同时，也在提升盐城产业形象和城市气质。

·广告·

数据来源：盐城环保科技城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