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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韩墨 陈杉 金正

这是人类思想星空的闪亮时刻，这是激荡时代大潮的
中国之声——

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发表主旨演讲，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站在
历史和哲学高度对“人类社会何去何从”这一时代命题提出
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4年来，世界局势变乱交织，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人类社
会遭遇重重考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时光磨砺和现
实映照下，透射出愈发耀眼的真理光芒，赢得世界日益广泛的
支持与赞同。

引领时代的思想，凝聚共识的智慧，破解危局的良方。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浩荡东风吹拂大地，播下和合共生
的种子，收获共赢共享的明天。

与时偕行天地宽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危机。百年变局叠加世
纪疫情，正在深度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人类发展面临严峻
挑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们对答案的追寻更显迫

切。团结与分裂、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两股力量激烈争
夺，两种前途迥然不同。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

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
家应有的担当。”日内瓦万国宫内，习近平主席以坚定的语调、
有力的话语回望人类历史，传递共同价值，分享深邃思考，展
现责任担当。

那是多么宏伟的愿景——“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系统阐释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目标路径，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那是何其热烈的反响——47分钟演讲，响起30余次掌
声。到了关键处，几乎一句一次掌声。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
席彼得·汤姆森说，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变局中，登高望远；纷扰中，洞悉大势。2013年 3月，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俄罗斯时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越来越成
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两年多后，习近平主席
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又从伙伴关系、安
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五个方面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路径和总布局。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双多边场合还创造性
地提出周边、亚太、中非、中拉、海洋、核安全、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和中巴、中柬等双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使这一历史性倡议

的内涵不断丰富，实践路径也日益清晰。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艰难时刻，习近平主席

又向世界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张，呼吁各国
积极投身国际抗疫合作，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共同佑护各国
人民生命和健康。中国发起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人
道行动，向150多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向34
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专家组。
“通过此次疫情，我们更深刻感受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

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应对全球危机的正确选
择。”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
“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国

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皮埃尔·皮卡尔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
国为维护人类和平与福祉所提出的重要倡议，也是人类历史上
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

笃志躬行为苍生
展区全程防护、展前提前隔离、多轮核酸检测……在中

方和全球展商共同努力下，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克服
种种困难，于2020年 11月如期举行，吸引15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3600多家企业参展，成为疫情阴霾下全球市场的突
出亮色。
“中国借助进博会践行开放承诺，对我们是巨大鼓舞。”“疫

情下，到中国去无疑是最可靠的选择。”外国参展商的评价，饱含
着对中国重信守诺、以行证言的由衷钦佩。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习近平主席多次讲，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关键在行动。
共建“一带一路”，正是习近平主席首倡建立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重要实践平台。历经7年耕耘，“一带一路”从理念化
为行动，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 （下转第4版）

东风浩荡万里澄
——写在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发表历史性演讲四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曹国厂 高博

雄安新区设立以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建设
绿色低碳新区和创新驱动发展新区。如今，在雄安新区的大
地上，300多个工地塔吊林立，10多万名建设者昼夜奋战，一
座承载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现代化新城正在悄然崛起。

生态优先绿色先行 打好“蓝绿底色”
先植绿、后建城，是雄安新区建设的新理念。
“雄安新区就要靠宜居的生态环境来体现价值、增加吸引

力。”雄安集团生态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2017年11月13日，
雄安新区在“千年秀林”9号地块栽下第一棵树。截至2020年底，
雄安新区总造林面积已达41万亩，树木达200多种。

雄安新区容城县高小王村村民对近几年的环境变化深有体
会：现在树越来越多，天蓝了，鸟多了，空气清新呼吸顺畅了，野
兔、山鸡在“千年秀林”里也很常见。

登上“千年秀林”里的二层观景平台远眺，茁壮的油松在寒
冬中依然郁郁葱葱，栾树、银杏、国槐等组成的大片丛林，静静地
等待春天的到来。

根据规划，未来雄安新区将镶嵌在蓝绿交织的生态空间之
中，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其中，“千年秀林”是“绿色”的
代表，而“蓝色”指的是“华北明珠”白洋淀。

白洋淀之于雄安，犹如西湖之于杭州。中国工程院院士曲
久辉表示，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关系到区域生态安全和新
区生态文明建设，直接影响着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
展过程。 （下转第4版）

发展犹如长河，乘势而起、奔腾向
前，需要一种激越豪迈的澎湃力量。

两年前的一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
天津视察，为天津发展再次指明方向，注
入强大的政治动力、精神动力、工作动力。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天津
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深入推进实施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坚决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拼搏奋进，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化为
津沽大地的扎实实践。
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的发展之魂，高

质量发展是坚不可摧的主题。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
指示要求，天津以行动之坚践行理念之
新，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勇毅笃行——

这是结构优化之进。坚持制造业立
市，高举智能科技产业大旗，以信创产业
为主攻方向，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
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新动能、新产业、新
经济支撑作用越来越强劲。

这是拼绿色发展之进。坚持生态优
先，实施875平方公里湿地修复保护、
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
里海岸线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建设工
程，分类整治2.2万家“散乱污”企业，绿
色正在成为天津发展的亮丽底色。

这是民生改善之进。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从稳就业系列举措到着力解决“一
老一小”问题，再到千方百计增加群众特
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切实解决好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民
生成色越来越好。

拼质量、拼效益、拼结构优化、拼绿
色发展，津沽大地激情涌动，拼出昂扬奋
进的精气神。 （下转第4版）

■本报记者 孟兴

“高质量发展要靠创新，我们国家再往前发展也要靠自主
创新。”“创造良好氛围，营造优质环境。”“让有创新梦想的人
能够心无旁骛、有信心又有激情地投入到创新事业中。”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
技园考察并作出重要指示。

两年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嘱托，不断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切实将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科技创新
作为主责主业，持续增强科技园核心竞争力。
两年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始终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

要活力，加速实现统一规划建设、统一产业布局、统一招商引
智、统一运营管理、统一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了产业规划和
项目布局的统筹能力。
如今，创新火种已在园区成燎原之势，创新基因正在园区

持续迸发。 （下转第4版）

绿色、创新、智能
——解码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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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两周年
创新火种正燎原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坚持
自主创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上图 昨天，全球首创传统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动化升级改
造项目在天津港全面运营。 本报记者 王涛 通讯员 李四航 摄

本报讯（记者 万红）“轨道桥运行正常、岸桥运行正
常……”昨天，在天津港集装箱公司码头北区也是天津港正
在建设的全球首个港口自动化驾驶示范区内，随着“中谷天
津”轮装箱作业开始，一辆辆无人集卡在自动化轨道桥下装载
集装箱后依次驶出，穿过智能解锁站，在北斗导航系统指引下
驶向岸边，随后自动化岸桥精准对位、起吊装船……整个作业
流程衔接紧密、一气呵成，现场看不到一名工作人员。以此为
标志，全球首创传统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在天津港全面运营。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港码头，提出

了殷切希望。两年来，天津港在“智慧”港口建设上下足功夫、
开足马力，一次又一次在领跑全球港口智慧升级进程中实现
重大突破。 （下转第4版）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为贯彻落实国家
和我市关于疫情防控要求，有效降低因人员
流动、聚集等导致的疫情传播风险，全力稳定
春节后全市企业用工形势，引导和鼓励我市
企业外地员工留津过节、稳定就业，日前，市
人社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支持企业外地
员工春节期间留津稳定就业若干措施》，明确
具体举措，支持企业外地员工春节期间留津
稳定就业。
——企业发“留岗红包”政府给稳就业

补贴
鼓励我市各类企业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

生产经营实际，科学合理安排生产活动，采取
企业发放“留岗红包”等方式，引导外省市户
籍员工留津过节、稳定就业。对安排外省市
户籍员工留津过节的各类企业，根据在岗稳
定就业、依法参保缴费，且从今日起至2021
年2月28日期间一直在津的外省市户籍员
工人数，采取“先发后补”方式，按照每人300
元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每户

企业最高30万元。企业获得的补贴资金应
全部、足额用于发放外省市户籍员工“留岗红
包”，鼓励企业匹配更多资金提高发放标准。
——外地人员留津见习 增加300元生

活费补贴
对春节期间在津参加就业见习的外省市

户籍人员（含外省市生源的我市院校在校
生），在按规定享受每月不低于1640元的见
习生活费补贴的基础上，按照每人300元标
准再给予一次性留津见习生活费补贴。
——企业组织外地员工春节期间培训

补贴标准上浮
鼓励企业组织外地员工留津并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自今
日起至2月28日期间开班并完成《市场紧缺
职业需求程度及补贴标准目录》所列职业技
能培训的，按照目录补贴标准的120%给予
企业培训费补贴；对参加培训的外地职工个
人，按照每人300元的标准给予职工生活费
补贴。 （下转第4版）

自主技术创新 集成中国智慧
全球首创传统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在天津港全面运营

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稳定企业用工形势

外地员工留津过节有“红包”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17日，市委、
市政府研究疫情防控工作专题会议暨市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和指挥部会议召开，听取近期全市
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工作。市委书记、市防控领导小组组长李鸿忠，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控指挥部总指挥廖国勋
出席并讲话。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形势十分严峻复杂，特
别是农村地区防控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必须引起
高度重视。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要求，清醒认识我市农村地区防疫能力和医
疗条件相对不足、留守老年人和儿童较多、人员防
控意识不强等问题，把农村疫情防控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克服麻痹思想，提振精神状态，坚持城
乡并重、农村更要加强，坚持重心向下、狠抓基层

防控，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措施，严防
死守，坚决筑牢首都“护城河”。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树立底线思维，全

力夯实农村疫情防控体系，有针对性地加大疫情防
控力度，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一是进一步严格推行防疫措施，引导农民群众坚持
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等良好习惯，落实白事简办、
红事缓办、宴席不办要求，做到少串门、少摆席、少聚
集。二是加强村卫生所（室）管理，督促严格执行诊
疗规范，完善发热就诊人员闭环管理机制，发挥好
“哨点”作用。开展对私人诊所、卫生室检查，加强农
村药店感冒退烧药物销售监管，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三是加大宣传教育普及力度，运用大喇叭、明白
纸、入门入户等方式，把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性向农民
群众讲清楚，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倡导移风易俗，严
格控制庙会等民俗活动，暂停宗教场所聚集性活动，

减少人群聚集。四是坚持关口前移，严格落实京津冀
联防联控联动工作机制，做好春节外地返津人员信息
收集、健康管理等工作。五是加强督导检查，及时发现
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督促整改落实。

会议强调，各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各级领导
干部要坚决担起疫情防控责任，层层严格抓好落实，
以疫情防控工作的实际效果体现“两个维护”。加强
信息报送，确保一旦出现突发异常情况，迅速报告市
防控指挥部，坚决杜绝瞒报迟报，第一时间反应处
置，第一时间切断传染链条。压紧压实各级疫情防
控属地责任，发挥“一肩挑”优势，加强村党组织对疫
情防控工作的领导，防止疫情防控措施执行过程中
的宽、松、软问题，切实守牢农村基层疫情防控网。

市领导于立军、连茂君、曹小红、李树起和市政府
秘书长孟庆松，有关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6个区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在本区参会。

市委、市政府研究疫情防控工作专题视频会议
暨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指挥部会议召开

坚持底线思维 夯实农村疫情防控体系
李鸿忠廖国勋出席并讲话

不
负
嘱
托

奋
楫
争
先
2-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