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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从“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到“要在新起点上接续奋斗，推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
指引方向。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

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统筹效率与公
平，聚焦一个“共”字，是共同富裕的经
济学，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深刻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
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脚步更加笃定，
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足音
愈加铿锵。

共富之道：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特征”

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六层
红色大厅。

2021年 6月 18日，参观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党员领导同志在
这里重温入党誓词。

铮铮誓言，穿越百年烟云。从嘉兴
南湖红船到巍巍中华巨轮，从上海石
库门到北京天安门，让人民过上更好
的日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
追寻。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
的十八大闭幕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与中
外记者见面时如是宣示。

红船启航地，续写新时代的共同富
裕故事。

一边是苍翠山坡下清澈的溪水，一
边是一字排开的美丽民宿，浙江富春
江畔的芦茨村里，游客络绎不绝。曾
经以“卖炭为生”的穷乡村，如今成了

“网红村”。
芦茨村的变迁，是浙江率先在全国

探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之路的
缩影。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
从管仲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的“贤者
与民并耕而食”，到《礼记·礼运》描绘的
大同社会，共同富裕的思想深深根植于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中，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说：这
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
大家都有份。

改革开放后，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
验基础上，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
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
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
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
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
之义，社会主义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资本主义是有资本才有出路。

对于如何带领一个14亿多人口大
国迈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深邃
思考中引领中国坚定前行——

共，是脱贫攻坚战中“决不能落下一
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的坚定决
心；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一个
民族都不能少”的铿锵承诺；

共，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
机会”；也是不断缩小地区、城乡、收入
差距，让区域、行业发展更协调、平衡
和包容；

共，是追求全体人民而非少数人的
富裕，也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都富裕……

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提倡幸福生活
都是奋斗出来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强调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习近平
总书记对共同富裕的谋划，与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守正创新。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帆，中国

经济航船正朝着推动共同富裕的航向破
浪前进。

共同奋斗：
“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
着力点”

宁夏西海固。这一年，黄土地上跃
动着鲜活的色彩：枸杞红、黄牛金、滩羊
白、大棚绿……

住着宽敞的新房，每年有入股养牛
的分红……吴忠市红寺堡区弘德村村民
刘克瑞感叹：“这样的幸福生活，以前想
都不敢想。”

发展为了谁？这是一个国家最深层
的价值取向。

“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
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
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
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通往共同富裕的征途上，新时代中
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世所
瞩目——

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
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国内生产总
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突破100万
亿元和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
人，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
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实现共同富
裕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为主动
的精神力量。

“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的历史阶段。”站上新起点的中国，进一
步深化对“共”的时代思考——

“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
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

党长期执政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如此
强调。

这是在“共”的辩证思考中展开的宏
大布局：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我国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三农”工作重心实现历史
性转移；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意见，赋予浙
江先行先试为全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探路的使命；

强调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这是以“共”为关键参照进行的发展
指引：

“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要建立科
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把蛋糕分好，形成人
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一项项部署，
体现价值导向和制度设计的统一，体现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过程和实现共同富
裕目标的统一。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
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
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
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分好蛋糕”的
过程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推动形
成橄榄型分配结构，为我国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这是让“共”成为核心指标的全面
发展：

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的共同
富足。

从“平视世界”激发国人自信，到主
旋律影片点燃浓浓爱国情；从网络空间
更加清朗，到扶弱助困成为社会风尚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
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
文化需求，让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盈
饱满。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
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
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指出。

命运与共：
“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

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

深秋的北京，又一次见证中非友谊
写下新的注脚：

中国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
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中国将为非洲
援助实施10个减贫和农业项目，向非洲
派遣500名农业专家；中国未来3年将
推动企业对非洲投资总额不少于100亿
美元……

2021年11月29日，中非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宣布的“九项工程”令人瞩目，“同
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
命运共同体”的号召振奋人心。

大道之行，命运与共。
“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国一
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
是真富裕”，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朴
实真挚。

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
献”到“中国人民不仅要自己过上好日
子，还追求天下大同”，这份初心镌刻在
中国共产党人的基因里，映照在新时代
中国发展实践中。

初冬，重庆，团结村站。
伴随清脆的汽笛声，一列满载货物

的中欧班列缓缓启动，开往欧洲。不远
处，另一辆陆海新通道班列迎着清晨薄
雾向南而行，奔赴东盟。“一带”和“一
路”，在中国西南内陆“牵手”。

计利当计天下利。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

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让不同
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
化的好处，是这个时代的领导者应有的
担当。

“隔离21天，值得！”
为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法国智奥会展集团驻中国代表吉娜

思提前完成“14+7”的集中隔离、社区健
康监测和相应核酸检测。

尽管疫情肆虐，本届进博会美国企
业展商数量依然创下新高，约90家来自
33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参展。不少
外国展商克服重重困难，来赴“东方之
约”。

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四
大展会轮番登台，中国开放力度有目共
睹。

“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
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这就是
中国主张，也是中国行动。

2013 年 3 月首次提出“命运共同
体”理念以来，从中非命运共同体到亚
太命运共同体，从地球生命共同体到全
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涵不断丰
富扩展。

“‘共同富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都是中国古老‘大同’理念的现代阐释。”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
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的话，道出
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所蕴含的天下情怀和
根本要义。

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展望未来，2035年，“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本世纪中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新
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共同富
裕”是鲜明标识。

审视当下，“两个大局”交织激荡，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转化。“解决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
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

立志千秋伟业，共创美好未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全
党全国人民再接再厉、接续奋斗，共同富
裕的图景更加壮美，中国人民生活更加
幸福的画卷稳步铺展，与世界共同繁荣
发展的愿景不断照进现实。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记者邹
伟 于佳欣 樊曦 刘红霞）

从“共”字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生动实践述评之五

广告·热线：66810888

2021年（第二十二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艺术演艺周暨“永远
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海南省百场文化惠民活动

歌剧《江姐》
——红梅朵朵向阳开，红岩精神代代传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省艺术研究所

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演 出：红百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原版第五代歌剧《江姐》剧组”

演出时间：2021年12月16日、17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价：甲等180元 乙等120元 丙等9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21年12月9日至12月27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处或微信平台、大麦网APP

根据工作要求，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滨江新城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编）及城市设计》QS0305013-1地块规划修改工
作。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为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要求补充公示。1、公示时间：30日
（2021年12月4日至2022年1月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
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
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滨江新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及城市设计》QS0305013-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海口市白水塘生活垃圾

转运站升级改造项目房屋安全鉴定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

书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工程部报名了解详情，以

便我司开展遴选工作，确定拟邀请对象。截至2021年12月

13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

区创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白水塘生活垃圾转运站
升级改造项目房屋安全鉴定服务的公告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长坡消防站设计方案的公示
建设单位为琼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用地面积5916m2（约8.87

亩），位于琼海市长坡镇。现向我局申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1718.28m2，容积率0.29，建筑密度14.75%，
绿地率30.54%。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2月9日至12月17日）。2.公
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
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
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
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
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8日

公开招租信息
现有文昌汽车站房屋及场地建筑面积共计约6528.8平

方米对外整体公开招租。欢迎意向承租单位咨询、报名竞租。

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2月15日17:30。

报名及获取招租文件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新风路文昌汽

车站三楼综合部（接待时间为工作日上班时间）。

联系人：冯先生

电话：0898-63222185、13916360266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9日

尊敬的桐林村一期配套商业的各位业主：
我司开发的五指山市逸清路桐林村一期商业项目已具备办理

不动产权证的条件，请各位业主务必于2021年12月15日前到项目
营销中心，提交办理不动产权证所需的全部资料，逾期所产生的责
任和后果自行承担，概与我司无关。

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五指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的
相关约定，您可在2021年12月15日前以快递方式向我司出具委托
书及办证资料，由我司专人代您办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先生 13798476546
联系地址：海南省五指山市通什镇逸清路桐林村项目部

海南太阳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关于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24日10:00在海口市蓝天路金银岛
大酒店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参考价：25000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
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2日17:00（以保证金到账

为准）；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址：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2月22日止，于

标的所在地。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竞买人于2021年12月22日17:00前到我

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再办理竞买手续）；
保证金及成交款缴纳账户：
户名：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市龙珠支

行；账号：2662 5618 747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

交款）、第20211224期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位

于三亚市吉阳镇（现为吉阳区）吉阳大道面积为35238.19m2的现状
为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划为商住用地、土地代码为B9-
04）和建筑面积为3600.12m2建筑物；2、本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所
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3、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请在公告规定时间内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4、根据2020年6月发布的《三亚市互联
网信息产业园——信息创意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上述工业用地
现规划为商住混合用地，竞买人应到相关部门自行核实了解（本条信息来源
于三亚市人民政府官网，网址：http://www.sanya.gov.cn/sanyasite/
jhgh/202006/5b818cdb4f354802980aa885e15c8c30.shtml）；5、委
托方提供的项目资料参考网址：http://www.sanyawanmei.cn/。

联系电话：0898-65323940 18976212356

拍卖：三亚53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信息

（第202112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