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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愿同亚太各成员一道，积极推
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亚太
经济合作新篇章。”

11月1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
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
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胜
利闭幕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重大多
边活动。11日，习近平主席还应邀以视
频方式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发表主旨演讲。

两场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提出深化区域合作的一系列
政策主张，为亚太地区各经济体携手抗
疫、复苏经济指引方向，为推动构建亚太
命运共同体续添强大力量。

把脉大势
为共迎危机挑战提出中国主张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习近平主席明
确指出，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
是当前亚太各成员最重要的任务。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抓住了问题的
关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阮宗泽表示，如果不能赢得抗击疫情的
彻底胜利，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经
济复苏的基础就不牢固，而抗击疫情则
需要地区各经济体共同努力，坚定信心、
沉着勇毅。

面对这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纪
考验，亚太各经济体该怎么办？

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要科学应对
疫情”“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
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共识落到实
处”“共同弥合‘免疫鸿沟’”……

口言之，身必行之。迄今已提供超
过17亿剂新冠疫苗，包括向110多个国
家提供无偿捐赠；明确未来3年内提供

30亿美元，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
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向“应对疫情
和经济复苏”子基金提供支持……这样
的中国行动，为全球筑牢抗疫防线贡献
力量。

在疫情蔓延背景下，如何实现经济
可持续复苏，如何统筹推进抗疫情、稳经
济、保民生？

深刻把握地区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
潮流，习近平主席提出全力抗击疫情、坚
持开放合作、推进绿色转型、积极推进创
新四方面倡议。

“开放是亚太合作的生命线”“良好
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亚太地区要把绿色作为疫
后复苏的底色”“创新是引领世界发展的
重要动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不创新
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环环相扣、
有很强的内在逻辑。”中国太平洋经济合
作全国委员会会长詹永新说，亚太地区
的发展繁荣得益于打造开放型经济格局
的努力，各方只有继续积极主动扩大开
放，才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实
现联动发展；发展有助于聚集起绿色转
型的经济力量，促成在经济发展中促进
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
的良性循环；同时，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有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为统筹经
济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阮宗泽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
项倡议以问题为导向，契合当今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加强团结合作、共
同应对挑战的普遍呼声，有助于凝聚亚
太地区发展合作的最大共识。

顺应大势
在相融相伴中贡献中国力量

今年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0

周年。“这30年，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的30年，也是亚太经济合作不断扩
展的30年。”讲话中，习近平主席高度评
价中国同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同亚
太区域合作进程相融相伴。”阮宗泽说，
作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和
积极推动者，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与区
域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以自身对外开放
带动区域整体开放，积极促进地区发展
进步与民生改善，为推动亚太经济合作
作出了重要贡献。

30年间，中国先后两次主办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亚太合
作迈出坚实步伐。中国积极倡导自主自
愿、协商一致、灵活务实、循序渐进的

“APEC方式”，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一起转，
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不同发展阶段成员共
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当前，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讲话中，
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中国将坚定不
移扩大对外开放，同世界和亚太各成
员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为
亚太经济发展提供助力”“中国将推进全
面绿色转型，为亚太及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贡献”“中国将致力于促进合作共
赢，为亚太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詹永新表示，“开放”“绿色”“合作”
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重要理念，也是亚
太区域合作的关键。当前，亚太地区在
拥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同时，也面临复杂、
深刻的困难和挑战。在此情况下，来自
中国的坚定支持和承诺，无疑为地区发
展注入确定性，有助于各国坚定信心，共
同推动区域发展繁荣。

“我们将驰而不息，为全球绿色转型
作出贡献”“推动农业和制造业全方位开

放，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依法给予内外
资企业同等待遇”“中国提出促进数字时
代互联互通倡议，支持加强数字经济国
际合作”……

坚定的承诺，务实的举措。讲话中，
习近平主席还明确表示，中国将坚定推
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亚太互
联互通，并进一步阐述了全球发展倡议
的深刻内涵。

专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
发展倡议都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
要公共产品，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
新的发展机遇，对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引领大势
为共创美好未来提出中国方案

“亚太地区应该勇担时代责任，发挥
引领作用，坚定朝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目标迈进。”历史关头，习近平主席呼吁高
高举起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旗帜。

8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
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
出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
2019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开放包
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
太命运共同体。

在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习近平主席结合2020年通过的《2040
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围
绕到2040年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
平的亚太共同体目标，进一步提出构
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四项重点工作，
包括推动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构建
开放型亚太经济、促进创新增长和数
字经济发展、实现包容可持续发展。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提出的亚太命
运共同体理念，与《2040年亚太经合组
织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的亚太共同体

目标相契合，顺应了亚太人民的普遍愿
望，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地区成员的认同。

据了解，此次会议发表了《2021年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此外，中方
与各方一道，推动通过了《2040年亚太
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落实计划，重
申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亚太自
由贸易区建设，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
核心、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落实
计划还纳入了中方此前倡议的亚太经合
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和亚太
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这些将为推动
区域一体化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针对近来个别国家企图在亚太地
区制造紧张对立，习近平主席明确提
出——

“要坚持向前看、朝前走，反对歧视
性、排他性做法”“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地
缘政治小圈子，终究是没有前途的”“亚
太地区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
立和割裂状态”“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
融合而不脱钩”……

专家表示，亚太地区保持较长时期
快速发展，归根结底，得益于打造开放型
经济格局的努力，得益于构筑互信、包
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习近平
主席的讲话体现了“大家庭精神”。反过
来说，与这一理念背道而驰的做法，都是
不得人心、注定失败的。

阮宗泽表示，从推动《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如期生效，到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以实际
行动坚持“拉手”“融合”，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引领亚太发展方向。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亚太地区人民必将迎来更加
光明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 11月 13 日电 记者
郑明达 温馨 孙楠 郝亚琳）

为了亚太人民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的重要讲话解读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2日致电维利亚姆·卡托尼韦雷，祝贺他就任斐济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斐济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建交46年来，中斐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友好合作的典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斐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两国友谊和合作日

益深化。我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卡托尼韦雷总统一道努力，加强两国全方位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开辟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广阔前景，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斐济新任总统卡托尼韦雷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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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玉兰同志逝世
海南省三沙市离休干部、原西南中沙办事处海口联络站副站长

郑玉兰同志（副处职，享受按副省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因病于

2021年11月13日在海南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逝世，享年102岁。

郑玉兰同志1920年9月出生，海南文昌人，1941年2月参加

革命，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琼崖纵队炊事员、运输

员、看护员、医务员，海南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卫生院副院长、海

口联络站副站长。1966年6月退休，1983年改为离休。

郑玉兰同志遗体送别，定于2021年11 月15日在海口市殡

仪馆举行。根据郑玉兰同志生前遗愿和亲属意见，决定丧事从

简，不邀请外地生前好友来琼吊唁。

郑玉兰子女亲属泣告
2021年11月13日

● 郑 檐 （ 身 份 证 号 ：
620522198709090072）遗失二级
建造师注册证，注册编号：琼
246171700113，证 书 编 号 ：
01859077，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畅好乡什哈村委会太
吴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澄迈县金江镇木棉村民委员会
美墩村村民小组遗失银行基本存
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4456204，声明作废。

●符仙畅不慎遗失文昌春良实业
有限公司天域华府二期1栋3单元
1802房的收据（收据金额为7952
元整）收据号为No1318494，声明
作废。
●解俊昌遗失坐落海南省陵水县
英州镇土福湾度假区顺泽·福湾
B3-5 房不动产权证，证号：琼
（2017）陵 水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2063号，声明作废。
●林绍荣遗失海南雅航旅游置业
有限公司雅居乐月亮湾三期四孖
屋A27号房大修基金发票一张，收
据号码：0025957，金额：10300.2
元，声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加龙村民委员会
加楚村民小组遗失农村商业银行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9268102，声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加龙村民委员会
坎岩村民小组遗失农村信用合作
社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2997901，声明作废。
●海南巨龙旺源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崔家瑞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定金收据，
收据编号：雅恒 0013089，金额
500000元，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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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项目合作
万宁兴隆零售商业土地，合作开发
或转让部分股权。13158995996。

项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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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专业管道清淤检测修复
化粪池污水池清理13518074688

管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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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公告
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拟建的昌江县十月田

镇畜牧场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施工、监理，建设地点：昌江县十月田
镇。施工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
以上资质。监理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住建部颁发的工程监理水
利水电工程专业丙级（含丙级）以上资质或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
施工监理专业丙级（含丙级）以上资质。报名时间：2021年11月
10日18时35分至2021年11月17日17时30分，从全国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海南省）（http://zw.hainan.gov.cn/ggzy/）下载招
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开标现场缴纳）。施工投标文
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日8:30时，地点：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205开标室。监理投标
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日9:30时，地点：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207开标室。联系人：
熊工，电话：0898-68533821。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
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绘就了
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全面回顾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和重大成就基础上，以
更宏阔的视角，从五个方面总结党的百
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即党的百年奋斗从
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
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
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
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
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五个方面的概
括，既立足中华大地，又放眼人类未来，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
族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
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
系，贯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
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
阔的伟大斗争，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
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
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民主不断
发展，14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一
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
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正确道路，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
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
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
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
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
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一百年来，
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

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
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
论引领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
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
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
中国得到充分彰显。一百年来，党既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
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
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
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
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
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一百年来，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
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
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
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
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
神谱系，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
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决
议》全面、深刻、系统阐述了党对中国人
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
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
的历史性贡献，深刻揭示了党百年奋斗
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所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
大胜利，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
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中华民

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今天，中国人
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
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
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
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
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
史。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出一派
欣欣向荣的气象，巍然屹立于世界东
方。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
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
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
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
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今天，中国共产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
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
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
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今天，
党已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
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
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领导中国人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
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愧为伟大光
荣正确的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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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过往的
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心潮澎
湃、壮志在胸、豪情满怀。奋斗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团结一心、顽强奋斗，风雨
无阻向前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深刻理解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11月6日，中企承建的越南首条城市轻轨列车在首都河内吉灵-河东轻轨线上行驶。
新华社/越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