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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记者 王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15日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他强
调，面对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
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中国共产党将始终把自身命
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
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
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
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
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
的十字路口。为此，他提出5点主张：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
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
路的多样性；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
性；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
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

习近平指出，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
的梦想。中国共产党 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
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
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
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
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
大同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
全球发展繁荣。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随
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将为世界提供更多
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为世界提供更大规模的中国市
场和中国需求。我们将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
发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提
供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我们愿同各国政党一道，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全球发展倡议落地，培育全球发
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
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
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我们倡导以
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
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世界不需要

“新冷战”，打着民主旗号挑动分裂对抗，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
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
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
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
人类文明进步。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
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
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
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
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
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习近平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
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

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习近平提出全球
文明倡议。

——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
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
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
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
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
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
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
手共行天下大道。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不断
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
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
道，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习近平最后指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征程难免遭遇坎坷，
但前途终归光明。中国共产党愿同各方一道努力，让各具特
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在历
史长河中滚滚向前、永续发展！（讲话全文见二版）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总统拉马福萨，南苏丹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主席、总统基尔，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总
书记、总统奥尔特加，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主席、总统马杜
罗，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契奇，蒙古人民党主席、政府
总理奥云额尔登，东帝汶人民解放党主席、政府总理鲁瓦克，巴
布亚新几内亚潘古党领袖、政府总理马拉佩，格林纳达民族民
主大会党领袖、政府总理米切尔，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
员会主席格雷兹洛夫，哈萨克斯坦“阿玛纳特”党主席科沙诺
夫，多哥保卫共和联盟总司库、国民议会议长采冈等在对话会
上致辞，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
开，热烈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热情赞誉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积
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提出的政策主张，表示愿同
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好引领和推动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对话会，
并作总结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讲话，系统阐
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出了全球文
明倡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一道，推进具有本国
特色的现代化事业、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直面人类共同挑战
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为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促进人类文
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
织共同担负起探索现代化道路、推动文明进步的政党责任，在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携手同行。

王毅、尹力、李书磊、秦刚等出席对话会。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现代化道路：政党

的责任”为主题，来自 150多个国家的 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
织的领导人出席会议。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蔡奇出席

3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
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3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
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彬 摄

高质量发展关系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在十四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
平主席着眼全党全国人民的中
心任务，强调“在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要坚定
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十年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十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
我国发展大势，提出并贯彻新发
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我国经济迈
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之路。十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实
现历史性跃升，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在全球居于首位，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发展的平衡
性协调性包容性持续提高，生态

环境呈现明显改善和趋势性好
转，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特别是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实践充分证明，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
展规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是有效防
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挑战、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主席强调：“从现在
起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
人民的中心任务。”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

要任务。”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
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
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
的战略环境。必须深刻认识到，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
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
患，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
来的冲击挑战，关键在于办好
自己的事，提高发展质量，提高
国际竞争力，增强国家综合实
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在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只有牢
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
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才能不断壮大我国经济
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

（下转第二版）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王茵 刘鹰）3月
16日上午，传达十四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精神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
记景俊海出席会议并讲话。我市在
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两会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
神，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精神。

景俊海指出，刚刚胜利闭幕的
全国两会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
奋进的盛会，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
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党心
所向、民心所盼、众望所归，充分体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的卓越地位和
崇高威望，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人
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习
近平总书记继续掌舵领航是这次全
国两会最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
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筑牢了坚
实政治基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
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
卫核心，切实做到在思想上时时紧
跟、在情感上持续共鸣、在行动上坚
定自觉。

景俊海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两会期间发表一系列重要讲
话，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部署
新要求，视野宏大、思想深邃、内涵
丰富，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要指
导意义。全省上下要把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起来，同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坚决
做到深思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
来。

景俊海强调，深入落实好高质
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必须以全面
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为

抓手，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吉林打下坚实基础。一要
着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
持以解决问题、提高质量为导向，重
应用、重效益，加速推动科技成果就
地转化、融入创新链和产业链，尽快
体现创新驱动发展效果。二要着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百千万”
产业培育工程，大力发展“六新产
业”，建设“四新设施”，加大重点领域
投资力度，常态化、专班化、机制化引
企业、聚资源、落项目。三要着力深
化重点领域改革，坚持解放思想、开
放包容、放开搞活，切实破除体制障
碍。四要着力建设农业强省，扎实
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大力
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五要着力增
进民生福祉，深入实施减负纾困、稳
岗扩岗各项政策措施，持续加大重
点群体就业帮扶力度，办好群众急
难愁盼的事。六要着力抓好管党治
党，全面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
队伍建设，大力弘扬“严新细实”优良
作风，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发展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景俊海强调，要紧密结合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紧紧扭住“稳增长、稳
就业、稳物价、防风险”等重点任务，
一刻不停抓好当前工作，全力稳定工
业运行，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开
展招商引资，认真抓好备春耕生产，
扎实推进机构改革，精心维护安全稳
定，努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在家的副市级以上领导，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
长，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辽源
分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区）在各自
分会场参加会议。

吉林省传达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四届一
次会议精神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

我市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