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姓“农”
要坚持聚焦“三农”主题，推进乡村振兴

二是姓“科”
通过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来打

造创新高地

三是姓“高”
坚持高标准建设，吸引更多高端

人才，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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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
驻外大使：

一、免去姚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刘劲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易先良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特
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程学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
三、免去徐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东盟使团团长、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黄溪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东盟使团团长、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李宝荣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智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徐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智
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曲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爱沙尼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李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
沙尼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张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斐济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钱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斐

济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七、免去王克（女）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巴巴多斯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延秀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巴巴多斯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据新华社南京1月29日电（记者何磊静）记
者日前从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获悉，江苏破获了一
起向台湾方面提供军事情报的重大间谍案，两名
犯罪嫌疑人已被提起公诉。

据了解，2016年7月，被告人马亮亮、梁鑫在河
北保定打工期间，被台湾间谍吴荣同勾连策反。两
人在明知对方为间谍的情况下，通过QQ邮箱、网
易邮箱接受指令，利用曾在武警北京总队服役的便
利条件，搜集并向吴荣同报送武警部队训练、部队
和军工企业内部部署以及军工企业装备测试等相
关情资，对大陆军事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2017年5月，苏州市检察院对马亮亮、梁鑫以涉
嫌间谍罪依法提起公诉，该案目前正在法院审理中。

江苏破获涉台军事间谍案
两人被提起公诉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刘奕湛）记
者29日从公安部获悉，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整治
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不
停地打，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营造良好治安环境。

公安部29日在京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全国公
安机关进一步深化打击整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
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黄明强调，要充分运用
大数据、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紧密合成作战，强化
专案打击，迅速查处一批赌博犯罪大要案件，坚决
打掉一批职业赌博公司等犯罪团伙，依法严惩一
批涉赌犯罪分子，严肃追责一批赌博活动的幕后

“保护伞”，彻底整治一批赌博重点地区。要深挖
源头幕后，重拳打击赌博犯罪的组织者、经营者、
获利者，深挖打击一批“地下钱庄”和“非法支付机
构”，集中打掉一批非法网络运营商及公司。

公安部：

严厉打击整治
赌博违法犯罪活动

瑞士达沃斯，阿尔卑斯山系海拔
最高小镇。全球政要和精英每年伊始
会聚于此，希望登高远眺，看清这纷繁
世界、理出那浩荡大势。

变革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
伟大的思想，启迪人类的未来。一年
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和日内
瓦发表两场历史性演讲，从全局和全
球视角，从哲学和时代高度，阐释中国
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深刻回答“人类社会何去何
从”这一根本性问题，其真理之光点亮
暗夜，其智慧之声传遍大地，其震撼之
效延绵至今。

激起“塑造共同未来”的
全球共鸣

“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实现共赢共享。”一年来，习近平主
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的这句话，
不仅被全球媒体反复引用，更成就当代
中国思想走上世界舞台的经典瞬间。

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将“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作
为主题。现年80岁的论坛创始人兼执
行主席施瓦布教授对媒体直言：这个
主题就是延续习近平主席去年在达沃
斯阐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这位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经营达
沃斯论坛近半个世纪、见惯世界风云
变幻的经济学家坚信：“习近平主席在
达沃斯的演讲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
要转折点，具有历史性意义。”

“如果我们回看过去5年，可以说
那确实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向世界领
导者的角色更近了一步。”对于习近平
主席这两场演讲，美国彼得森国际经
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
同样用了“转折”这个词。

人类社会演进到今天，从未像现
在这样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商品、资
本、信息、人员在全球范围高速流转，

“地球村”让我们紧密相连。同时，世
界又处在动荡不安、风险积聚之中。
发展鸿沟扩大，保护主义抬头，“逆全
球化”思潮涌动，军事冲突时有发生，
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威胁
持续蔓延。

开放还是保守、合作还是封闭、变
革还是守旧？在这重要的抉择时刻，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和日内瓦的演讲
催人思考、给人力量，穿透暗流与迷
雾，标注了中国当代思想指引世界变
革、塑造共同未来的“转折点”，产生越
来越强烈的全球共鸣。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
展，成为给全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创造
条件的思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伊萨耶夫说。

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
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
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
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
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这是习近平
主席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实质的精准把
握，在达沃斯论坛上为世界经济增长、
治理和发展模式提出的系统思想。

“一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印
证了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内容，”巴基斯
坦外交部长阿西夫说，“经济全球化、
自由贸易、互联互通是世界经济发展
的唯一出路。”

在天寒地冻的达沃斯，由去年习
近平主席演讲引发的全球化讨论却
热火朝天。呼应中国主张的声音正
在积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演讲时
提出，许多民众没能分享全球化的好
处，全球化要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
性。印度总理莫迪说，解决全球化势
头减缓的办法“不是孤立主义，而是
理解和接受变革，并为变革时代制定
出灵活政策”。

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关上大
门，自我鼓励，不会把我们带向美好未
来，保护主义不是答案。”巴西总统特
梅尔则亮明态度：巴西希望扩大开放，
加强多边合作，坚定支持世界贸易组
织等多边合作机制。

在达沃斯演讲中，美国总统特朗
普仍强调“美国优先”。不过麦肯锡
公司亚太区董事长斯尼德注意到，相
比过去，特朗普这次专门说到“美国
优先”并非“美国孤立”，“是较为积极
的信号”。

“显而易见，如今全球化的首席小
提琴手是中国。”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
教授塔夫罗夫斯基总结道，中国致力
于塑造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

习近平主席去年的演讲“非常符合
联合国所追求的方向——国际团结、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联合国日内瓦总
部总干事穆勒对中国作用期许有加，

“我们需要驱动者，需要中国这样的大
国来帮助我们实现共同的目标”。

担起“建设更美好世界”的
共同责任

“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
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

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
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在联合国日内
瓦总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接连用四
个“共同”强调多元合作、共担责任的
道理。

众行方可致远。当今世界，没有
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
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
自我封闭的孤岛。“改善国际治理体
制，不能仅靠一国之力、一己之力。”联
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说。

下大力气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让
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这正是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和日内瓦
演讲中反复强调的“中国方案”，也是
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携手共建繁荣世界
的诚挚邀约。

今年1月，成立满两年的亚投行
交出亮丽成绩单：参与投资了12个亚
非成员的24个基建项目，贷款总额超
过42亿美元，成员由最初的57个扩
至84个。习近平主席说过，亚投行应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
台”。这家由中国首倡、多方参与的国
际金融机构从无到有，以实际行动赢
得国际社会认可，成为中国“共商共建
共享”全球治理观的生动体现。

分化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共同担
当、协调合作。施瓦布说：“我们首先
应建立新的合作模式。而这样的合
作，必须排除狭隘的利益观，必须建立
在人类共同命运的基础之上。”

毛里求斯前总统卡萨姆·乌蒂姆
说：“中国的全球治理主张有鲜明的多
边色彩，与非洲的主张高度一致。特
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将在非洲脱贫
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被誉为造福人类的
两条弧线，凝结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共
担发展责任的努力。4年多来，中国
同80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共建“一
带一路”政府间协议，在倡议框架下对
有关国家投资已超过500亿美元，创
造了近20万个就业岗位。“一带一路”
为共赢共享发展插上梦想的翅膀，演
奏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交
响。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说，
面对这个分化的世界，共建“一带一
路”很可能是最好的应对方案。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
从累计派出近4万人次维和人员，成
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主要出兵和出资
国，到创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

机制；从大力推进减贫事业，到积极开
展对外援助；从坚定支持和落实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到举办中埃文化年、
中俄媒体交流年、中拉文化交流年；从
主办APEC（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
议、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到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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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始终携
手世界，共担责任，共迎挑战，以思想
的力量凝聚广泛共识，以实践的能力
展现时代担当。

正如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埃斯特万所说：“中国的不
断前进，令它成长为可为其他国家提
供榜样的世界大国，成为确保全球公
共福祉的领导者。”

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前行力量

古往今来，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始
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习近平主
席在达沃斯和日内瓦两场历史性演
讲，抓住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
展、繁荣的向往这一最大公约数，以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每个民族、
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瑞士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
得者施皮特勒说：“找到同呼吸、共命
运的朋友是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基辛
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说：“评判一
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
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
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
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
年3月，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后首
次出访的首场重要演讲中，向世界明
确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

此后5年间，伴随习近平主席纵
横寰宇的出访足迹，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不断充盈完善、生发生长，贯
穿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方方面面，
成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实现共赢共享
的鲜明旗帜，成为习近平主席思考和
破解人类最宏大最重要问题的理论与
实践创新。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全球
瞩目下首登联合国讲坛，提出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为
国际关系发展带来新气象。20分钟
讲话，赢得15次热烈掌声。时隔一年
多，习近平主席在古朴庄重的日内瓦

万国宫，以宏大视野和哲学思维，再次
深刻、全面、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讲到关键处，几乎句句赢
得掌声。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
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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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国形成了科学完整、内
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法国
前总理拉法兰将其称为“全球在21世
纪的重要使命”。第71届联合国大会
主席彼得·汤姆森说：“对我而言，这是
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应
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
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
旨讲话，展现出中国这一大国、中国共
产党这一大党的天下情怀和品格风
范，在广袤时空中透射出强大的感召
力和塑造力。

曾担任总理顾问的印度观察家研
究基金会主席库尔卡尼说：“当今世
界，再也没有第二位领导人能够集合
如此强大的力量与智慧，能够如此坚
定地谈论整个人类的共同未来。”

“当世界一些政治人物大谈‘本国
优先’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却说出截然
不同的话，让热爱和平的人们倍感悦
耳的话。在中国看来，有利于全人类，
就有利于中国；反过来，对中国好的
事，对全人类也有好处。”库尔卡尼说。

过去5年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不断以积极姿
态参与全球治理和重大国际行动，为
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
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中
国智慧。

在时代风云激荡中，“中国已成为
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
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
中国的理念与行动给予高度评价。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
之所为，则无不成也。”世界命运掌握
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
人民的抉择。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迈向伟大
复兴的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同
舟共济、同心协力，凝聚起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前行力量，共同开创人
类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记者
韩墨 辛俭强）

让共赢共享旗帜高高飘扬
——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瑞士发表两场历史性演讲的时代启迪

“土庄稼”里要有“高科芯”

2025年我国将推出一批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这是1月29日航拍的湖北武当山金顶景区
雪景。

连日降雪让武当山银装素裹，金顶景区的建
筑在白雪的装扮下宛如琼楼玉宇。 新华社发

大雪落武当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推进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

首次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题，从国家
层面系统指导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发展的重要文件，对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我国农业全面升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现有两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1997年和2015年国务院分别批准建立

杨凌、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取得了明显成效

1月29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表示，乡村振兴归根到底
要靠科技创新

到2025年
我国将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现代化农业
创新高地

人才高地 产业高地

示范区创建总数或将不超过30家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制图/张昕

此次国办印发的意见强调了示范区的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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