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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行召四方 增益各国共同福祉

2017年和2019年，中国举办了两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期间，习近平
都会在人民大会堂大型壁画《江山如此多娇》
前，与数十位外方领导人合影留念。
从山河破碎到江山多娇，100年来，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风雨兼程，顽强奋斗，让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焕发勃勃生机。
习近平说过：“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
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中国共产党始终致
力于推动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坦桑尼亚，是习近平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
后到访的首个非洲国家。那次访问中，他提出
真实亲诚理念，如今已成为中国同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的基本政策理念。
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习近平始终

身体力行。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推
动实施福建省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菌
草、旱稻种植技术示范项目。2018年11月，习近平
对这个太平洋岛国进行国事访问，又见证了中国
援巴新菌草、旱稻技术等一揽子项目协议正式签
署。如今，作为中国对外援助技术，菌草项目已传
播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助力非洲、亚洲和南太
平洋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迈向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秉持新发
展理念，中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向着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攀登。

“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
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将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
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
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
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在2020年11月举行的第三
届进博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这样表示。
“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合作

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合作理念，致力于
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合作目标。中国进
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提供了更多市场
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今年6月23日，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
别会议发表的书面致辞，蕴含着中国开放合作
所秉持的基本精神——从来不是营造自己的
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在习近平关于未来发展的擘画中，“人与自

然的和谐”始终是重要篇章。2019年4月，雄
伟的长城脚下、美丽的妫水河畔，习近平和外
方领导人出席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式。“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
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
看见青山、闻到花香。”习近平的诗意话语，表
达了中国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和决心。
新时代的中国，不仅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全

面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还积极投身绿
色发展国际合作。“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2020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向世界作出中国承诺。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之下，促进共

同发展任重道远。心系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将
引领新时代中国，持续扩大与各国的利益交汇
点，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

道启未来 推动人类命运与共

阳光之下，帕特农神庙的斑驳立柱被镀上一
层金色。2019年11月12日，习近平夫妇在时任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夫妇陪同下，参观了神庙
脚下的雅典卫城博物馆。

习近平仔细听取讲解，不时询问历史细节。
看到帕特农神庙三角楣上的众神雕像，他幽默地
说：“这是希腊的‘山海经’”。
“习主席不光对某一件文物感兴趣，而是对

古希腊文明和历史都非常感兴趣，对古希腊的艺
术和建筑有很高的鉴赏力。”陪同参观讲解的馆
长潘德马利斯说。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如何找到

不同文明以及各国人民和谐共处之道，是习近平
始终关注的问题。

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场上一直充斥着“文明
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杂音。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等更是肆意挑动意识形
态对抗，干扰政治互信和国际合作进程。

习近平多次呼吁，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
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奋斗和理论思考
得出的结论，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习近平倡导下，中国近年来举办了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
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重要多边会议，
为促进各国文明交流、共同发展搭建新的平台，
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

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从埃及卢克索神
庙到捷克斯特拉霍夫图书馆，从墨西哥玛雅文明遗
址到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古城，中国元首的外交足
迹勾勒出不同文明交相辉映、互学互鉴的图景。
接受采访时，对俄罗斯作家和文学作品如数

家珍；访问欧洲时，谈及多名法国和德国文化名
人，让当地民众倍感亲切；巧用生动的比喻讲述
中国道路，化用国外谚语典故表达对人生和社会

的看法……习近平让世界看到了中共领导人和
大国政治家的开阔视野和文化积淀，在润物无声
中架起文明对话的座座桥梁。
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提出拉紧人文交流合

作的共同纽带；在金砖合作机制下，强调推进政治、
经济、人文“三轮驱动”；倡导将“一带一路”建设成“文
明之路”，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
任……习近平以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刻把握，点亮
了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思想明灯，也为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书写浓墨重彩的文明篇章。

天下为公，正道致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既是应对共同挑战的全新解决方案，也是
面向全球的新型文明观。近年来，这一理念多次
被写入双多边会议和联合国文件，成为引领时代
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习近平
倡导的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共
同价值追求，汇聚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
往的最大公约数。
“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

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
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
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
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习近平亲切平实的话语，再次启迪世界，人类只

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历经百
年沧桑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与世界各国一
道，捍卫和平，促进发展，为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为建
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为了更美好的世界

（上接第5版）
——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参照公务员

工资标准，大幅度提高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待
遇报酬，积极拓展职业发展空间，符合条件的
590名党组织书记转为事业编，激发干事创业
热情。全面推行村（社区）星级管理，评定结果
与绩效工资、评先评优直接挂钩，进步加星、退
步摘星，树立奖优罚劣鲜明导向。

党建引领
——筑牢堡垒增活力

抓重大任务落实，既是试金石，也是磨刀石。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拼搏奋斗、迎难而

上，在各战线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以实际行
动诠释对党忠诚、彰显担当作为。
——勠力抗击疫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市委迅即启动应急响应，1307名医护骨干、13

支医疗队，逆行出征驰援武汉、支援恩施；2.4万
名医护工作者、635个党员突击队，与病魔斗
争、同时间赛跑；4.6万名机关党员干部下沉入
列，与3.7万名基层干部相伴同岗，成立7189个
临时党组织，严守5167个防控“卡口”，构筑起
疫情防控钢铁堡垒，充分彰显党的严密体系的
组织力、执行力、战斗力。
——倾力脱贫攻坚。在东西部扶贫协作

和对口支援中，市委建立闻令而动、执行有力
的组织领导体系，先后组织6000多名党员干部
人才奔赴一线，助力50个贫困县如期摘帽，335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我市结对帮扶困难
村中，先后两轮组织市、区4000多名党员干部
驻村工作，8年来帮助1561个困难村全面实现
“三美四全五均等”，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达

到20万元以上。
——聚力服务群众。市委召开全市群众工

作现场推进会和“强化党建引领·聚力服务群众”
工作报告会，厚植党的执政基础。运用疫情防控
“战时”经验促“平时”工作，出台《天津市机关党
员干部下沉社区入列轮值工作办法（试行）》。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创新“四个
起来”活动载体，以办实事力度体现组织温度。

压实责任
——抓住党建“牛鼻子”

补短板、强弱项，市委紧紧抓住基层党建工
作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将一个个问题当做标
靶，推动责任一贯到底、工作一抓到底、温度一热

到底，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实行清单管理推动履责重点明起来。

每年初聚焦重点任务、突出问题，印发年度基层
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述职承诺、领域分类、巡查整
改“四个清单”，挂账督办、销号管理；根据年度重
点任务，细化实化抓基层党建考核指标，变党建
“软指标”为“硬杠杠”。市委组织部每年召开全
市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会，把部署任务与推动
工作、集中培训与交流研讨结合起来，确保责任
和压力传导到位。
——常态化暗访巡查倒逼责任实起来。建

立并执行基层党建工作巡查制度，把集中巡查与
专项巡查、定期检查与日常督查、明查与暗访结
合起来，一竿子插到基层党支部随机抽查，发现
问题点名通报，以点带面抓整改促提升。市委组

织部每年聚焦专项工作开展2轮以上暗访调研，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组织力量先后12轮走访
924个村（社区），形成了12期情况通报和6期工
作提示，发现和纠正44个方面的突出问题，提出
52条改进建议。
——以上率下推动述职评议严起来。坚持

将述职评议考核作为落实管党治党的重要制度
安排，作为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
实践形式，市委常委会每年听取各区各系统党委
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各级党组织书记面对
面亮问题、查不足，立下整改“军令状”，强化了抓
党建的自觉，锤炼了抓党建的本领。连续5年在
全市述职评议会上播放巡查暗访专题片，直指问
题、揭短亮丑，达到红脸出汗、心里发颤的效果。
……
初心如磐，使命如山。一往无前，未来可期。
极目远眺，在津沽大地这片红色热土上，鲜

红的党旗愈加鲜艳！

党旗高扬新征程 凝心聚力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