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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6月10日电（记者余孝
忠 朱超）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10日在青岛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领导人、常设机构负责人、观察员国领
导人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会
议。与会各方共同回顾上海合作组织发
展历程，就本组织发展现状、任务、前景
深入交换意见，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协调立场，达成了广泛共识。

6月的青岛，风景如画。国际会议
中心外，碧海蓝天，与会各国国旗、上海
合作组织会旗和与会国际组织旗帜迎风
飘扬。上午11时许，会议正式开始。

习近平在开幕辞中首先感谢各方一
年来对中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工

作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指出这次峰
会是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扩员以来举办的
首次峰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欢迎印度总理莫迪、巴基斯坦总统侯赛
因首次以成员国领导人身份出席峰会。

习近平随后发表题为《弘扬“上海精
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
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7年来，
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重大
成就。我们以《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为遵循，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
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这是国际
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
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
了新贡献。今天，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
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

作组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
持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
在于它创造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
精神”，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
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当今世界，国
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
流，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合作共赢是大
势所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
共同愿望。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
神”，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
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
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破

解时代难题，化解风险挑战。
习近平强调，“上海精神”是我们共同

的财富，上海合作组织是我们共同的家
园。我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
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
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
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一，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
我们要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兼顾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断增强组
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
我们要强化防务安全、执法安全、信息安
全合作，促进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未
来3年，中方愿为各方培训2000名执法
人员，强化执法能力建设。

第三，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
擎。我们要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加快地区贸易便利化进程。
中方将在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
内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

第四，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
带。我们要扎实推进教育、科技、文化、
旅游、卫生、减灾、媒体、环保、青少年等
领域交流合作。未来3年，中方将为各
成员国提供3000个人力资源开发培训
名额，愿利用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
提供气象服务。

第五，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
络。我们要强化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
等地区国家交流合作，密切同联合国等
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同国际金
融机构开展对话，为推动化解热点问题、

完善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方愿同各成员

国一道，本着积极务实、友好合作的精
神，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的共识，支持下一
任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作，携手创
造上海合作组织更加光明的美好未来。
（讲话全文见A02版）

印度总理莫迪、哈萨克斯坦总统纳
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
科夫、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俄罗斯总
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
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海合作
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上海合作组织地
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瑟索耶夫，阿
富汗总统加尼、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
科、伊朗总统鲁哈尼、蒙古国总统巴特
图勒嘎， 下转A02版▶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青岛6月10日电（记者
孙奕 温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小范围会谈
10日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
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印度总理莫
迪、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巴
基斯坦总统侯赛因、俄罗斯总统普
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
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出席会
议。各成员国领导人就上海合作组
织发展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

换意见。
上午9时许，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领导人陆续抵达会场。习近平热
情迎接，并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随
后集体合影。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上海合
作组织成立17年来，面对国际风云
变幻，秉持“上海精神”，取得重大成
就，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综
合性区域组织。现在，上海合作组
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发
扬优良传统，积极应对内外挑战，全

面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上海合作
组织行稳致远。

习近平就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提
出4点建议。

第一，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团
结协作。我们要坚持互信、互利、平
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
发展，要深化团结互信，加大相互支
持，把扩员带来的潜力和机遇转化
为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第二，推进安全合作，携手应对
挑战。 下转A03版▶

习近平主持上海合作组织
青岛峰会小范围会谈

6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会前，
习近平同与会各方在迎宾厅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高洁 摄

《学习时报》6月8日头版头条刊发刘赐贵同志文章：

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
（见A05版）

本报海口6月 10日讯（记者彭青
林 罗霞）今天下午，省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召开会议，通报国家巡查组对海南扶
贫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巡查暗访的反
馈情况，聚焦存在问题，研究整改措施，
部署下一阶段脱贫攻坚工作。省委副书
记、省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沈晓
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李

军，省委常委王瑞连、张琦、胡光辉、蓝佛
安、肖莺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
副省长刘平治，省军区领导郑少波出席。

会议通报了国家巡查组反馈情况。
与会人员聚焦存在问题进行了充分讨
论，就下一步整改工作提出针对性的意
见建议。

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巡
查整改工作，研究出台了一批有针对性的

整改措施，整改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问
题依然不少。各市县各有关部门决不能
有松松劲、歇歇脚的想法，要坚持以巡查
组指出的“推进整改、精准识别、内生动
力、长效脱贫机制、政策衔接”等5大类9
个方面问题为导向，全力以赴抓好整改。

沈晓明强调，要突出在八个方面
下功夫。首先是在提高政治站位上下
功夫， 下转A05版▶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通报国家巡查组反馈情况 研究部署整改措施
沈晓明讲话 毛万春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6月 10日讯（记者陈蔚
林）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招商引才网（以下简称
海招网）于今天17时正式上线试运行。

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欢迎全世界投资者到海南投资
兴业，积极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
享中国发展机遇、共享中国改革成果。
这意味着，海南迎来了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一步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高速发展的新机遇。

为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省委、省政府启动了百日大招商（项目）
活动和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并决
定由省商务厅、省人才办、腾讯网、南海
网等有关部门和企业组成建设团队，正
式筹建网上招商引才平台，为百日大招
商（项目）活动和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
划搭建网络服务平台。

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海
招网建设分为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6月10日前，实现主要功能和中英
文版上线试运行；第二阶段：7月31日

前，完成全部功能建设，开通互动交流版
块的网上直播与网上洽谈等功能，实现
与各厅局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交换，推
出微信公众号与小程序； 下转A05版▶

“海招网”正式上线试运行
搭建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和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网络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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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 10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薛欧）6月7日至9日，司法部部
长傅政华率司法部调研组来琼，就法治
建设服务海南自贸区展开调研。他指
出，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
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支撑和服务。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改革和法治
两轮驱动、两翼齐飞，让法治建设引领护
航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切实做
到保障到位、支撑有力、服务满意。

连日来，傅政华一行先后到海南仲
裁委员会、海口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海
南省规划展览馆和海南省数据大厅等地
考察，并先后与海南省领导，海南省委、

省人大、省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学者代表
以及律师代表等进行7场座谈，通过不
同途径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

傅政华强调，推进海南自贸区建设
必须坚持法治先行，各项重大改革要于
法有据，不能走先乱后治的老路。要对
照国际最高标准，建立一套公平高效的
法治体系，形成最大的吸引力、最大的同
心圆和最大的安全感。 下转A05版▶

司法部部长傅政华来琼调研时强调

推动海南自贸区建设
改革和法治两轮驱动两翼齐飞

6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