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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韩墨 郑汉根 韩梁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
类谋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述这个百年大
党的天下情怀与担当。

立宏志，谋大同。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
怀，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国际大势，引领中
国将自身前途命运同世界人民前途命运
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各国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断前行。

心系天下
护佑世界和平发展

“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
严承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
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
值，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
神圣职责。”5年前，习近平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这样说。

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和自觉实践。1956
年，毛泽东同志就曾说：“中国应当对于
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天地转，光阴迫。100年来，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
顽强拼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
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取得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中国不仅发展了自己，还
通过自身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
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
量，交出了无愧于先辈和时代的答卷。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
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习近平说。
作为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
共产党始终把追求人类社会公平与正义
作为自己的精神底色，同时也传承发扬
了“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中华传统智
慧与价值。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
不断演进，人类生活彼此关联之紧密前
所未有，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
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地区
冲突兵戎相见、霸权主义恃强凌弱、贫
富分化有增无减、疾病瘟疫仍在蔓延。

这个世界并不安宁，这个天下远未太
平！

人类向何处去？天下如何“大同”？
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从人类社会的整
体观念和共同命运出发，倡导树立世界
眼光、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发展大势。

——“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
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
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
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
戏连台。”

——“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
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

2015年9月27日，伴随密集的快门
声，习近平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共同将一块红绸缓缓拉下。足有一人多
高、精美华贵的“和平尊”显露真容，这是
中国为庆祝联合国成立70周年赠送给
联合国的礼物。

“‘和平尊’传递了中国和中国人
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
愿望和信念，这也是联合国宪章的精
神。”习近平说。 下转A03版▶

为了更美好的世界
——习近平的天下情怀

本报牙叉6月 30日电（记者金昌
波 特约记者王江顺）6月30日，省委书
记沈晓明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调研时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坚持党建引
领，立足优势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海
南乡村全面振兴。

沈晓明来到邦溪镇邦溪村，详细了
解乡村旅游、热带水果等产业发展情
况。他强调，要立足光热资源优势，坚持
以质取胜，深入研究全国市场供需和种
植特点，做足“季节差、名特优、无公害”

文章，培育打造特色品牌，大力发展热带
高效农业，推动乡村产业做优做强，为乡
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在打安镇子雅村、阜龙乡白准村，
沈晓明与村民、镇村干部、乡村振兴工
作队员深入交流，了解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村“两委”换届、基层治理等工作情
况。他强调，要扎实做好村“两委”换届
后续工作，实现新老班子平稳过渡，确
保各项工作顺利有序推进。要坚决破
除松劲懈怠、一劳永逸的思想，持续抓
好突出问题整改，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

帮扶机制，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鼓励
外出务工等多种方式，促进脱贫人口可
持续增收，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大力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完善村庄规划，留足发展
空间，加强人居环境整治，从保护百姓
最根本、更长远利益出发，探索优化农
村宅基地管理机制，确保村庄可持续发
展。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建设，
提高工作能力，优化工作流程，为群众
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服务。

省领导孙大海、冯忠华参加调研。

沈晓明在白沙调研时强调

坚持党建引领 做强特色产业
推进海南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李磊）
6月30日上午，省长冯飞到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调研并召开视频会议，研究推
进“多规合一”监管平台建设以及国土
空间规划和土地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

冯飞详细了解“多规合一”信息综合
管理平台、农房报建“零跑腿”平台运行

情况，听取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情况汇报，并对前一阶
段成果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提高政治
站位，从思想和行动上高度重视专项整
治工作，以问题和效果为导向，扎实推进
专项整治工作。要正视问题和差距，建
立长效机制，“遏增量、消存量”，将专项
整治发现的问题逐一清除。要进一步加

快问题督查整改进度，区分问题性质，实
行分类处置，攻坚克难解决好历史遗留
问题。要用好技术手段，创新体制机制，
做好统分结合，拓展应用模块，实现监管
平台全覆盖。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责任、形成合力、实时整改，确保专
项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王斌、倪强参加。

冯飞调研省“多规合一”监管平台时强调

以问题和效果为导向扎实推进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海口6月 30日讯（记者尤梦
瑜）铭记历史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前行奋
进海南建设。6月30日晚，海南省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
史诗《解放海南岛》在省歌舞剧院上演，
全景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军
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光辉历程。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
省委副书记、省长冯飞，省政协主席毛万
春观看演出。

《解放海南岛》分为“序：盼解放”“红
旗不倒”“苦练精兵”“飞渡海峡”“换了人
间”“尾声：走向未来”等部分，通过歌曲、
舞蹈、朗诵、情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
配合舞台多媒体手段，艺术再现70多年
前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不朽历

史。舞蹈《投江》艺术呈现红色娘子军英
勇战斗的场景，烽火岁月见证初心如磐；
歌舞《风来了》为观众们勾画解放军扬帆
竞渡过海峡，长驱直入夺琼州的骁勇；歌
舞《大会师》演绎解放军“兵发北国松花
江，直到鹿回头”，顽强奋战后与海南人
民共庆解放的胜利场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
场观众跟随着铿锵有力的节奏挥舞手中
党旗，放声歌唱，唱出海南自贸港建设者
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将晚会推向高
潮。晚会在慷慨激昂的全场合唱中落下
帷幕。

整台演出气势磅礴，高潮迭起，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
点上，充分展示全省党员干部在党史学

习教育热潮中传承红色基因，以高涨的
干事创业热情，接续奋斗，加快推进海南
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本次文艺演出由省委宣传部、省旅
文厅、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承办。

于迅、汪啸风、陈玉益、陈国猛、何忠
友、肖莺子、刘星泰、苻彩香、徐启方、沈
丹阳、孙大海、何清凤、周红波、张学军、
何西庆、胡光辉、肖杰、康耀红、陆志远、
关进平、王路、冯忠华、闫希军、王斌、倪
强、陈凤超、张毅、马勇霞、李国梁、史贻
云、吴岩峻、陈马林、蒙晓灵、刘登山、刘
健忠、陈莉、吴昌元、王为璐、许俊、毛志
君、符兴、陈海波、贾志鸿、路志强、张海
国、邱德群、陈成、赵莉莎、王应际观看
演出。 （相关报道见A05版）

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

海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举行

沈晓明冯飞毛万春观看演出

本报海口6月 30日讯（记者刘操）
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6月30
日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他所在的
省政协办公厅秘书处党支部党史学习教
育主题党日活动。

在省博物馆，省政协办公厅秘书处党

支部全体成员一起参观了《信仰的红色印
记》李福顺一百八十米书画长卷巡回展和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琼崖纵队文物史
料展。参观后，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学习
参观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党性
锤炼，触动了思想， 下转A06版▶

毛万春参加所在党支部
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中央组织
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
6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9514.8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
486.4万个。历经百年风雨，中国共产
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建党时50多
名党员，发展成为今天已经拥有9500多
万名党员、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
政的党。

党员总量稳步增长。全国党员总量
比2019年底增长3.5%，比1949年新中
国成立时的 448.8 万名增长约 20倍。
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5日发展
党员473.9万名。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各方面先进分子
踊跃申请入党，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发展
党员231.2万名。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
党的队伍，彰显出党的强大生机与活力，

展现出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欣欣向荣的
蓬勃气象。

党员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年轻党
员持续增加。35 岁及以下党员达
2367.9 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4.9%，比
2019年底提高0.7个百分点。文化程
度明显提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党员达 4951.3 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52.0%。 下转A06版▶

党员9514.8万名 基层党组织486.4万个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伟大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始终保持旺盛生机与活力

一世纪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
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顺利开启的重要时刻，我们迎来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站在这个重大历
史节点上，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
的奋进路，我们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1921－2021，百年成就辉煌。从建
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
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坚守初
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当惊世界
殊”的发展成就，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
伟大传奇，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
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921－2021，百年岁月峥嵘。从石
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
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走过苦
难辉煌的过去，走在日新月异的现在，走
向光明宏大的未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拥
有 9500 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得到了14亿多中国人民
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1921－2021，百年波澜壮阔。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也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世界谋大同
的天下情怀，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 下转A06版▶

铸就百年辉煌 书写千秋伟业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人民日报社论

本报文城6月 30日电（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庄强）海南日报记者6月30
日从中国移动海南公司获悉，中国移动
海南文昌-香港舂坎角海底光缆系统已
于6月29日完成设备调试及业务开通。

随着海南省首条直达香港海底光缆
的建成商用，海南实现了与香港通信的
互联直达，将助推海南自贸港数据信息
的高效流动。海底光缆系统作为国际通
信网络最重要的传输管道，是国际通信

信息的基础设施，更是全球互联网的“中
枢神经”。

根据规划，中国移动未来还将同步建
设国际海缆登陆站、国际业务局、自贸港
数据中心等国际基础设施，将海南发展成
为亚太区域领先、通达全球的国际海缆
枢纽，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中资“走出
去”企业的信息化需求，以及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数据通信发展需求。

据悉，根据围绕海南建设多条海缆、

将海南纳入国际海缆主干网络的构想，
中国移动目前还在积极筹建其他以海南
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方向海缆。未
来，中国移动海南公司将紧紧抓住海南
自贸港建设机遇，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
势，加大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及
信息化项目建设，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及
数据贸易的发展，并在海南形成产业聚
集效应，使海南成为亚太地区领先的全
球信息交互中心。

中国移动海南-香港海底光缆建成投用
实现与香港通信的互联直达

6月30日，海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解放海南岛》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致敬百年征程
礼赞伟大时代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

程》将于7月1日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播出。届时，全国各级广播电视主频

道、主频率，各新闻网站、新媒体平台将
同步转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将于7月1日晚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