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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冯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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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
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
创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中国外交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
人类进步这条主线，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旗帜，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
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
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为人类前途命运指引方向

2015年9月，纽约联合国总部，第
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鲜明指
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
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到2017年在日内瓦万国宫，再到2019

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深入
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高票通过！2021年11月，“人类命
运共同体”写入第76届联合国大会裁军
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不首先在外空部署
武器”决议。这是联大决议连续5年写
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从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载入中国
共产党章程和国家宪法，到多次写入联
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
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
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总目标，得到国
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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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9月，中亚，习近平主席对哈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其间，习近平主席分别同两国元首
就在双边层面启动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

达成重要共识。
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到印

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再到柬埔寨、老挝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同中国构建
命运共同体，中国倡议的世界意义和实
践伟力日益彰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
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
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希腊前总统帕
夫洛普洛斯如是评价。第71届联合国
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指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
未来”。

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新路径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习近平主席为

“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给出的中国答案。
新时代，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
伴关系。

在运筹大国关系方面，中国致力于
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
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推进中俄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明确提出“相
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
系三点原则，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
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下转A03版▶

服务民族复兴 促进人类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开展

人民日报评论员：

忠实履行代表职责 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A09版）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
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全
国各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
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2296名出席党的
二十大代表。

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性质
宗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

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照党中央关于做
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要求，采取自下而
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
法产生的。

当选代表总体上符合党中央规定的
条件，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
作风品行和较强的议事能力，在各自岗
位上做出了明显成绩，是共产党员中的
优秀分子；代表结构和分布比较合理，各
项构成比例均符合党中央要求，具有广

泛代表性。他们中，既有党员领导干部，
又有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有一定
数量的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有经济、
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
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的代表。

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届时还
需经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确认。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名单见A02版）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部选出

■ 编者按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党章规定和党中央统一部署，

全国38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了2296名党的二十大代表。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共产党
员中的优秀分子，具有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是经各级党组织逐级遴选产生，肩负着
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重托，凝聚着全党的意志，承载着人民的
期望，将光荣地出席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中很多是来自生产和工作第
一线、在各行各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党员。本报从今天起开设“二十大代表风
采”栏目，重点介绍我省生产和工作第一线10名党员代表的先进模范事迹，以学习和
弘扬他们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范。

本报三亚9月 25日电（记者黄媛
艳）9月25日，“探索二号”搭载“深海勇
士”号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返航，顺利
完成深海地质原位观测及国产化装备海
试任务。

深海深渊科考与装备海试共享航次
利用“深海勇士”号4500米级载人潜水

器，完成了“深海一号”大气田的水下系
泊系统、水下生产系统、典型陆坡区深水
井场、“海马”冷泉区等区域的原位观测，
取得了重要的工程勘测数据。同时，科
研人员利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搭载自主研发的深海沉积物保温保压取
样器、深海三维感知装备等装置，分别开

展功能测试。
据了解，该航次围绕海南省南海、深

渊、极区海域的深海发展方向展开，由海
南省深海技术创新中心、海南大学、中国
石油大学（北京）组织实施，中国海油油
气能源院士工作站、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等14家单位参航。

“探索二号”完成科考任务返航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每次骑着车到铜鼓岭景区上班，文
昌市龙楼镇宝陵村村民符文海都会经过
镇上的主干道文铜路。路边几块显眼的
宣传牌总会吸引他的目光。9月24日，细
心的他又发现了新元素，“喜迎二十大”
的宣传标语。

“十八大、十九大，如今二十大也
要召开了。”符文海说，这些年，虽然几
块宣传牌上的内容变了又变，却也清
晰地记录下这些年的巨大变迁。

龙楼一直是个农业镇，过去，宣传栏
上大都是开展种植培训的通知。到
2012年，符文海却注意到，“全力支持航
天城建设”成了镇上四处可见的标语。
这年起，文昌航天发射场在龙楼近海的
一片西瓜地里拔地而起。

“变化就来自航天发射场的建设。”
为给发射场建设让路，当地3600多

名村民全部搬迁至安置区生活，孩子们
在航天小学里找到了新朋友，不少村民
在镇上做起生意，“收入比当农民的时候
高多了”。

2016年6月，文昌航天发射场第一
次发射，数十万游客涌入小镇，目睹长征
七号火箭一飞冲天，龙楼一夜成名。

“那时候开始，宣传牌出现了‘打
造航天滨海旅游小镇’的标语。”符文
海回忆，新闻上说，航天发射场落户加
快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步伐，普通
生活中，陡然增加的消费需求也彻底改
变了镇子的发展。

6年来，文昌航天发射场执行了18
次重大航天发射任务，每一次，小镇上的
游客都数不胜数。 下转A04版▶

文昌龙楼镇打造航天滨海旅游小镇——

宣传牌上的发展故事

■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4·13”
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海南贯彻新发
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取得了
一系列成就。在“非凡十年”的宏
大时代背景下，全省各领域群众也
都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故事。本报
今日起推出“讲个故事给党听”栏
目，选取小角度切入，聚焦一个群
体、一个村庄、一套机制、一种创新
等，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奋斗故
事，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袁宇 习霁鸿 通讯
员吴玥）近日，第四届全国政务热线发
展高峰论坛在广东省珠海市召开。论坛
上，我省12345热线建设成绩得到多方
面肯定，获得多项全国性行业荣誉，其中
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管理中心获
得了“服务群众优秀单位”，海口分平台、
三亚分平台获得“服务创新优秀单位”。

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8月，海南

12345热线呼入量1210.5万通，应答量
839万通，其中转办件191.6万，按时办结
率93.57%，企业和群众满意率为97.72%。

第四届全国政务热线发展高峰论坛
还发布了《2022全国政务热线服务质量
评估报告》，评估团队从目标实现、过程
体验、价值创造等方面对全国333个城市
热线服务质量进行全面测评。12345热
线海口分平台脱颖而出，获得A+等级。

全国政务热线发展高峰论坛由中国
信息协会主办，是展示政务热线创新发
展经验、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旨在推动
政务热线在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
价值，助力数字政府建设发展。全国共
155个省级、市级热线参加了本届论坛，
我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管理中心
在政务热线与社会治理圆桌论坛上分享
了热线平台建设经验。

海南12345热线获多项全国性行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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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澄”势而上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工业投资快速增长

较去年同期增长36.9%
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 17.5%
对前8月投资增长的贡献率

为275.1%

其中，电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较去年同期增

长75.4%，对1月至8月工业

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58%

前8月全省投资保持总体增长
今年前8月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1.7%

产业投资持续保持增长

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

较去年同期增长5.1%
对前8月投资增长的贡献率

达87.4%

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96.2%，对产业投资的贡献

率高达44.2%

基础设施投资占比提高

较去年同期增长 10.5%
对前8月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的贡献率

达 146.4%

儋洋经济圈投资有力支撑

前8月完成投资

较去年同期增长 18.3%

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

12.7%

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

达 114.7%

数据整理/本报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张春梅 制图/张昕

9月23日，迁入白沙黎族自
治县第一小学的学生们在锻炼设
施上玩得不亦乐乎。

据了解，该校新校址于今年
秋季学期正式启用，设施先进、环
境优美。近年来，白沙加大投入
改善办学条件，推动全县教育实
现优质均衡发展。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新校园 新乐趣

■ 本报记者 袁宇

“肩上的责任更重了。”9月25日，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当选党的
二十大代表的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书茂说。

出生于1956年12月的王书茂，18
岁就跟随父辈闯海，掌握了娴熟的开船、
潜水、捕鱼技能。在闯海的日子里，海洋
上高温、高湿、高盐的恶劣环境不仅没能
吓退王书茂，更磨砺出他愈是艰难愈向
前的勇气和必胜信念。

上世纪80年代初，王书茂拥有了一
艘30余吨、属于自己的木船，是潭门村
第一批当船主的人之一。随着耕海岁月
的增加，他的渔船吨位也逐渐增加。

2013年，王书茂响应政府号召，又成为
潭门首批拥有大吨位钢质渔船的渔民之
一，带头开大船、闯远海。

“钢质渔船上有厨房、卧室，有电视
机、北斗卫星导航通信系统，遇到风浪仍
能安全平稳地行驶。”王书茂回忆起第一
次驾驶钢质渔船出海的情景仍难掩兴
奋，“更重要的是，每次出海能带回比从
前更多的渔获。渔民们的安全感、获得
感都大大增加了。”

由于熟悉海情海况，加之为人热情
大方，王书茂逐渐成为捕鱼致富的领头
人。渔民李瑞波和王诗永以前是王书茂
船上的临时雇员，家庭经济条件困难。
王书茂了解情况后，热心肠地向他们传
授捕鱼技术。在王书茂的帮扶下，他们

都购买了新渔船，自己当上了船老大，日
子越过越红火。

对于养育了渔民的大海，王书茂满
怀感情。在他看来，他与所有潭门渔民
一样，爱国爱海是根深蒂固的。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潭门渔民积极踊跃地加入
民兵连，王书茂也是第一批报名加入的。

1996年入党以来，王书茂更是时刻
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一边在海上辛勤
劳作，一边积极发挥党员先锋引领作
用。风雨穿梭中，海上高强度的紫外线
灼伤了王书茂，在他身上留下永久的痕
迹，被他笑侃为“成长的印记”。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潭门镇
海上民兵连部分民兵，对潭门海上民兵
连维护我国领海主权作出的贡献给予了
充分肯定。

在数十年的日晒雨淋和强劲海风
中，王书茂见证了在党和国家政策支持
下渔民海上生活的大变样，也更加坚定
了他作为党员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
和决心。

2017年11月，海南省首个休闲渔
业试点项目落地潭门。王书茂响应号召
带头参与，鼓励潭门渔民参与休闲渔业
发展。渔民符名林转产上岸办起海景民
宿，王书茂主动帮他想办法、出主意，利
用网络、微信等推广民宿，大大提高了民
宿的知名度，受到消费者欢迎，民宿也被
省旅文厅评为“金宿”，被国家文旅部评
为“甲级民宿”。 下转A04版▶

党的二十大代表，琼海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书茂：

爱国爱海情怀薪火相传

白沙黎族自治县第一小学新址白沙黎族自治县第一小学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