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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1026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 11月 10日
10: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
拍 卖 平 台 （https://paimai.
caa123.org.cn）按现状净价公开
拍卖：海口市龙昆北路国贸大院主
楼 B 幢 403 号 房 ；建 筑 面 积 ：
78.54m2。参考价：60.66万元；保
证金：15万元。展示时间：11月8
日-9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
年11月9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
金汇入我公司账户；具体要求详见
网络拍卖平台《竞买须知及注意事
项》。电话：15607579889；地址：
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
楼 41 层 ；委 托 人 监 督 电 话 ：
13507317979 蔡先生。

比选公告
美安南区福邻中心项目现需向社
会公开、择优选定业务单位进行宿
舍楼三楼套内装修工程施工，有
意愿参加的单位请携带本企业法
人代表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委托
人身份证件到我司报名了解情
况，以便我司确定拟邀请对象，开
展比选工作。
报名时间：2021年10月27日9点
整-2021年10月29日17点整，逾
期不受理。报名地点：海口市南海
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创业孵
化中心9楼。联系人：崔工，电话：
0898-66791999。
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6日

●屯昌县南吕镇蓝天幼儿园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34690220009089，声明作
废。
●王永飞遗失陵水中南福原投资
有限公司温泉庄园3#806收款证
明收据一张，金额:389941元，编
号：0010728号，声明作废。
●林亚妹、郭桂芳、郭桂平不慎遗
失坐落于陵水县新村镇新建路的
不动产权证书，证号:琼（2021）陵
水县不动产权第0004675号，声
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七星智慧幼儿园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
学 许 可 证 正 本 ，证 号 ：教 民
246010760002448号，声明作废。
●雷静不慎遗失户口迁移证，证号为：
赣迁字第11536562号，声明作废。
●雷静不慎遗失准迁证，证号为：
琼准字：01198069号，声明作废。
●蔡笃新遗失船名琼万渔10122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编号：
（琼万）船登(权)(2019)HY-100009
号，声明作废。
●蔡笃新遗失船名琼万渔10122
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编号：(琼万)船
登(籍)(2019)HY-100009号，声明
作废。
●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海南银行
账 户《开 户 许 可 证》，证 号 ：
J6410047220201，特此声明。
●姚念伦不慎遗失坐落于椰林镇
北斗路不动产权证，证号：琼
（2018）不动产权第0001763号，
声明作废。

招租公告
黄金酒店一楼大堂吧、商铺、主楼

第4层场地拟按现状对外出租，可

经营咖啡厅、水吧、茶艺、棋牌、美

容美发、康体疗养、月子中心等项

目。请有意向者联系叶经理。

电话：68535899、13976696869

中国石化集团海南经济开发有限

公司黄金海景大酒店

2021年10月25日

公示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教学综合楼

周边及校门周边改造工程项目，确

定施工企业是海南省盛千硕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儋州市思源实验学

校众绚楼顶棚维修项目，确定施工

企业是海南照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公示期限：2021年10月26日

至 28 日 ，投 诉 电 话 ：0898-

23888070，联系人：李老师。

注销清算公告
海 口 感 恩 商 会（海 社 证 字 第

200901号）经理事会研究决议解

散，现拟向海口市民政局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到我商会向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逾期视为弃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运河13807581592

海口感恩商会

2021年10月25日

土地转让
澄迈县永发镇30多亩临街商住用
地，交通便利，产权清晰，低价转
让。联系电话:18976733338

商铺转让
海口明珠广场3000平方米经营商
铺，成熟商圈，完善的业态配套现低
价转让。联系电话：18876733633

通知
海南好易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你司承建的海口凯利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扬江花园一期防水工
程项目”多处严重漏水，故现通知
你司：请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3日
内与我司联系，修复漏水问题，否
则我司将按合同的相关条款处理。

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
2021年10月26日

通知
邢科：现我司需对你所承租的海口
市龙华区滨河路3号力神咖啡厂宿
舍3栋604房所在宿舍楼进行整体
拆除改造，为此，我司已安排同等
面积的住房出租给你，请于本月30
日前来我司办公室签订租赁合同。

海口力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5日

通知
郑立权：现你所承租的海口市龙华
区滨河路3号力神咖啡厂宿舍4栋
403房所在宿舍楼被鉴定为危房，
须整体拆除，不能对外出租、出
借。为此，我司已安排同等面积的
住房出租给你，请于本月30日前
来我司办公室签订租赁合同。

海口力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5日

减资公告
海南猎户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REEJ2B), 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万元减少到人民币50万元，
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乐成清水湾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4MA5T4J4527）拟向登
记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壹亿元减
至伍佰万元整，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陵水绿源丰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34NA000260X，公章，法人
章，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特此声明。
●陵水椰林北斗移动陵城专营店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杨杰雄不慎遗失经营性道路运
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资格证号：
460007198207180819，证件流水
号:4600033326，声明作废。
●卢玉斌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罗带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16310
号，声明作废。
●东方市基督教八所堂遗失工行
东方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1125103，账号：2201026
809026422586，声明作废。
● 郭 义 彬 （ 身 份 证 号 ：
44010619690813183X）不 慎 遗
失海口市龙华区八灶片区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
协议、《海口市龙华区八灶片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购买住房》之房号确
认单，档案号：BZ1101，登记顺序
号：0654，现场编号：B2-13-3，声
明作废。
●海口美兰乜茶餐饮铺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91945327，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通 知 转 让

减资注销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我公司于2021年11月
2日上午10时公开拍卖：海口市世
贸 东 路 2 号 D 栋 2004 房〔琼
（2016）海 口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2037 号 ，建 筑 面 积 为
133.53m2〕，参考价：130万元，竞
买保证金：20万元。展示时间：见
报之日起至2021年11月1日。展
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有意者请于
2021年11月1日下午5时前与我
公司人员联系了解详情并办理相
关竞买手续。拍卖地点：海口市华
海路安海大厦 8A4 房。联系电
话：0898-66243059 熊先生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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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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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王海波遗失渔业船舶证，证号：
370633196205057405，声 明 作
废。
●张强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镇清
水湾旅游度假区瀚海银滩A09区一
期洋房SC3幢1座1402号不动产
权证，证号：琼（2017）陵水县不动产
权第0001836号，声明作废。
●马丽燕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5月09日开
具的中国海南海花岛收据。楼盘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314栋
501号房，收据编号HHD5019201，
金额：705013元，特此声明作废。
●马丽燕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 4月 20日
开具的中国海南海花岛收据。楼
盘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
314 栋 501 号 房 ，收 据 编 号
HHD5018493，金额：264380元，
特此声明作废。
●定安县龙河镇龙塘社区卫生服
务站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69021MJP329257M，声明作
废。
●海南省心连心义工服务中心（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34813152XD）遗 失 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邢青不慎遗失坐落于冲坡镇国
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冲坡国用
（95）字第88号，特此声明作废。
●符爱英遗失大勇商业文化广场
五层五排10号铺面保证金单一
份，保证金单金额：15600元，声明
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让我们携起手来，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实现世界
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而不懈奋斗！”

10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
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全
面回顾50年来中国和联合国共同走过
的不平凡历程，深刻辨析历史大势，明确
宣示中国主张，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凝
聚奋进的力量，为世界走向更加美好的
明天指引前行的方向。

追昔抚今，阐释中国重新
走上联合国舞台的重大意义

50年前的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
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
代表。

“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各
国人民的胜利！”习近平主席的话语掷地
有声。

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
心主任张贵洪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
席位，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
义的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标志着占世
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
上联合国舞台，以此为起点，广大发展中
国家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成为联合
国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始终发扬自强不息精神，在风云变
幻中把握中国前进方向，书写了中国以
及人类发展的壮阔史诗”“始终同世界各
国人民团结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

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始终
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践行多边主
义，中国同联合国合作日益深化”……
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三个“始终”概括
50年间，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历
史性贡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
宗泽表示，事实表明，恢复联合国合法席
位，不仅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促进自
身发展，而且也助力联合国更好地发挥
作用，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得到了
空前壮大。

从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到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再到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
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
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到援建坦
赞铁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再到向各
国输送大批抗疫物资、疫苗药品，深入开
展病毒溯源科学合作；从派出5万多人
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到率先实现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再到带头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50年来，中国将自身发展置于全人
类发展的坐标系，始终如一坚守联合国
理想，坚定不移走多边主义道路，诚心诚
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亚太区总代表
刘萌认为，中国越发展，对世界和平、发
展、人权事业的贡献就越大，对联合国事
业的支持就越强，各国就越能够团结在
联合国的平台上，恪守联合国宪章精神，
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50年前，阿尔及利亚等发展中国家
共同提案，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
位。阿驻华大使布哈利法感言，50年
来，中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积

极参与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积极
推动南南合作，到今天倡建“一带一路”，
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切实分享到了中国的
发展成果。“阿尔及利亚坚信当年选择的
正确，并对这一战略决定深感自豪。”

登高望远，宣示顺应历史
大势、着眼长远未来的主张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和平发展进步力量不断增长。与
此同时，强权政治、冷战思维沉渣泛起，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横行。讲话中，
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

“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
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
弈”“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
和保护主义”……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
主席旗帜鲜明指出什么是正确、应当坚
守的，什么是错误、应当坚决反对的，发
出时代强音，彰显大国担当。”阮宗泽说。

面向全人类的共同未来，习近平主席
提出五点倡议：

——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
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
念指引；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坚持互利共赢，共同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人民；

——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
的各种挑战和全球性问题；

——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

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让各国前所未有地

感受到什么是‘命运与共’，国际社会共
同发展、共克时艰的诉求愈发强烈。
习近平主席的五点倡议正是告诉世界各
国，我们应当向着怎样的共同目标，采取
什么样的共同行动，为世界未来描绘了
蓝图，指明了路径。”张贵洪说。

继6年前在联合国讲坛上提出“全
人类共同价值”后，习近平主席此次进一
步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
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
是我们的共同追求。“思想指引行动，全
人类的共同价值超越了意识形态、地缘
政治的纷争，具有广泛指导意义。”阮宗
泽说。

观察人士指出，在风云变幻的国际
舞台，中国的政策理念有着很强的前瞻
性和连贯性，为国际走势注入强大的稳
定力量，为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带来更多
的确定性。

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
论时，习近平主席从伙伴关系、安全格
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五个
方面系统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
内涵；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习近平主席围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
办？”的时代之问，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
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
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
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
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
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
约数。

张贵洪说，过去几年，“人类命运共
同体”已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可见这一
理念得到广大会员国普遍认同。习近平
主席此次讲话进一步完善了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

初心不改，彰显站在历史
正确一边、坚持真正多边主义
的大国担当

“对联合国，世界各国都应该秉持
尊重的态度，爱护好、守护好这个大家
庭，决不能合则利用、不合则弃之，让联
合国在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
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讲话中，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达了中国对联合国
的坚定支持。

张贵洪表示，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
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
织，其权威和地位必须得到各方共同尊
重和坚决维护。“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
始终以实际行动，做联合国事业的积极
支持者和参与者。”

一个多月前，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
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此次纪念会议
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希望各国共同努
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发展的冲
击，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阮宗泽表示，全球发展倡议紧紧抓
住发展这个“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努力推动实现不让任何一国、任何一人
掉队的目标，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
重要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同联合国成功

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和第二届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分析人士表示，中方支持联合国事业的
一系列坚实行动，不断增强联合国乃至
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危机挑战的底气与
能力。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全球治
理体系中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阮宗
泽认为，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各方应该
思考如何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加以完
善，而不是推倒重来，另搞一套。少数国
家企图将“小圈子”制定的所谓“规则”强
加于人，这样的做法不得人心。

国际规则由谁制定？如何遵守？
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规则只能由联合
国193个会员国共同制定，不能由个别
国家和国家集团来决定。国际规则应该
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遵守，没有
也不应该有例外。

“这正是中方所倡导的真正的多边
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张贵洪说，真正的
多边主义是，世界上的事要由大家商量
着办，国际上的规则要由大家共同制定。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说，中国
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
相待的基础上，在国际舞台上，每一个声
音都很重要，所有国家都必须毫无例外
地通过沟通协商解决问题。这与当下个
别国家为攫取利益而无视他国权益主张
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初心如磐、砥砺前行。50年来，中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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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
来，中国必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伟大
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郑
明达 伍岳 孙楠 罗鑫）

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解读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5日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
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多国人士认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世界
和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习近平
主席的重要讲话回顾了中国和平发
展、造福人类的50年，为实现世界永续
和平发展提出重要倡议，为全球共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强
大动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50年
前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
国的合法席位，这是正义的一天，我对此
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机
遇。感谢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支持
联合国工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俄中
研究中心主任叶甫盖尼·扎伊采夫认为，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国际和平与
发展事业注入新的内涵和动力。中华人
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历史正
义的证明，50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支
持联合国，不断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
发展，为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柬埔寨政府新闻发言人机构主席
帕西潘表示，中国同众多发展中国家
合作，致力于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缩
小发展鸿沟，实现共同发展。在新冠
疫情、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给世界带
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坚定不移
推进改革开放、支持多边主义和包容
发展，惠及世界各国。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
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说，50年的历史证
明，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重要力量。在全球面临新冠疫情考验的
关键时刻，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

佩里对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关于联合国
作用的论述印象深刻。他说，中国在联
合国中的角色非常重要，中华人民共和
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人们不断听
到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见解。中国支持联
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外交研
究所主任穆罕默德·阿西夫·努尔说，
50年来，中国通过自身发展为推进联
合国各项重大目标的实现作出巨大贡
献。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通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等让自身发
展惠及世界。

泰国暹罗智库主席洪风说，中国作
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推动完善全球
治理方面树立典范，中国对世界减贫贡
献率超过 70%，同时积极开展对外援
助。中国从不只求自身发展，而是通过
不断深化国际多边合作，努力推动实现
全球共同繁荣。

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说，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坚决反对
单边主义，始终致力于捍卫世界和平、践
行多边主义。中国还给予联合国大力支
持，积极助推联合国事业发展，期待中国
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学者卡
文斯·阿德希尔对习近平主席关于坚
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共同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论述深表赞同。他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
席位是意义非凡的时刻。50年来，中
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并让更
多发展中国家受益，体现了负责任大
国的担当。

波兰《论坛报》总编辑彼得·加齐
诺夫斯基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践行多边主义，不断通过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维护和加强多边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为世界发展不断提供中国智慧
与中国经验。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问题专家
伊格纳西奥·马丁内斯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始终坚持
用实际行动捍卫联合国宪章，守护世界
和平与安全。中国弘扬多边主义，反对
冷战思维，坚持以合作对话解决国际问
题。中国还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支持国际抗疫，促进公共卫生安全。
中国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贡献
者之一。

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
里夫·加利说，中国对联合国体系和国际
法的尊重和维护赢得广泛赞誉。全球可
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国
际治理体制，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和

“一带一路”等合作框架，为提升国际合
作水平作出切实贡献。

乌兹别克斯坦政治评论员图兰
拜·库尔班诺夫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
中提出的五项重要倡议，将推动各国
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全球

性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以行动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
益，树立了国际社会广泛称赞的负责
任大国形象。

津巴布韦大学政府治理与公共管理
系主任塔万达·津亚马说，50年来，中国
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始终坚持在
国际事务中遵循多边主义立场，坚持国
家不分大小，以对话、协商的方式妥善处
理国际事务。中国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尊重和支持。

约旦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
德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新中国恢
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的50年，是中
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中国作
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发展经济、消除贫
困、抗击新冠疫情等领域不断为世界作
出重要贡献。中国积极同各国加强合
作，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不懈努力，与国
际社会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回顾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50年 倡导全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