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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融媒@上合

2018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会议将于 6 月 9 日至 10 日在青岛举行。上
合组织已经走过了 17 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近平心目中的“上
海精神”是什么样的？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
势，上合组织应该如何应对挑战、发挥作用？

“上海精神”

作为本组织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应该坚
守合作共赢理念，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践
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
集体之力、团结之力、合作之力，携手应对威胁
挑战，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得到更大发展。

——— 2014 年 9 月 12 日，习近平在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
讲话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已经成为上海合
作组织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代表了当今国
际关系发展方向。

——— 2015 年 7 月 10 日，习近平在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
讲话

实践证明，“上海精神”催生了强大凝聚力，
激发了积极的合作意愿，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功
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指导原则。同时，“上海
精神”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生命力和价值，
为所有致力于睦邻友好和共同繁荣的国家提
供了有益借鉴，也为国际社会构建以合作共赢
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践注入了强大动力。

——— 2016 年 6 月 24 日，习近平在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的
讲话

“上海精神”产生的强大凝聚力是本组织
发展的保证。我们要保持团结协作的良好传
统，新老成员国密切融合，深化政治互信，加
大相互支持，构建平等相待、守望相助、休戚
与共、安危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 2017 年 6 月 9 日，习近平在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
讲话

安全稳定

安全稳定的环境是开展互利合作、实现
共同发展繁荣的必要条件。要落实《打击恐怖
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
纲要，完善本组织执法安全合作体系，赋予地

区反恐怖机构禁毒职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

——— 2013 年 9 月 13 日，习近平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的讲话

面对本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沉渣泛起 、
“恐”“毒”合流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以安全
合作为立足根基的上海合作组织，要加强维
稳能力建设，切实为本地区各国谋稳定、求发
展、促民生提供可靠安全保障。

——— 2014 年 9 月 12 日，习近平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的讲话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是本组织所有成员国
共同关切。防止地区局势生乱、防范恐怖主义
和宗教极端思想肆意蔓延、防止别有用心势
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是本组织职责所在。

——— 2015 年 7 月 10 日，习近平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的讲话

坚持安全为先，巩固本组织发展之基。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维护地区安全稳
定是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优先方向。

——— 2016 年 6 月 24 日，习近平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的讲话

没有安全，就谈不上发展。近期本地区发
生的暴力恐怖事件表明，打击“三股势力”斗争
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要一如既往将维护地区安
全稳定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工作的优先方向。

——— 2017 年 6 月 9 日，习近平在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
讲话

开放合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扩大对外交往、
吸收新鲜血液，是上海合作组织自身发展壮
大的需要，也符合本组织一贯奉行的开放包
容方针。

——— 2014 年 9 月 12 日，习近平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的讲话
坚持开放透明，不针对第三方，同所有志

同道合的国际伙伴开展广泛合作，做国际秩
序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 2016 年 6 月 24 日，习近平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的讲话

对外开放是本组织成立之初就确立的基
本原则。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同观察员国、
对话伙伴以及其他国家开展多形式、宽领域合
作，并根据有关规定和协商一致原则继续认真
研究有关国家获得本组织法律地位的申请。

——— 2017 年 6 月 9 日，习近平在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
讲话

人文交流

“民齐者强。”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最终
掌握在本组织各国人民手中。我们要支持商
界、学界、媒体、智库、文艺团体等各行各界，
全方位开展友好交往和人文交流，增进各国
人民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筑牢本组织发展
的社会民意基础。我们要积极开辟人文合作
新渠道，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弘扬上海合作组织主旋律，向世界讲述更
多“上合故事”，发出更多“上合声音”。

——— 2014 年 9 月 12 日，习近平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的讲话

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各国人民结下的
深厚传统友谊。我们应该继续弘扬丝路精神，
夯实本地区各国友好交往的民意基础，让各国
人民互信互敬，共建和谐、安宁、繁荣的家园。

——— 2015 年 7 月 10 日，习近平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的讲话

人文合作不断发展，为各国民众加强相
互了解和友谊搭建了重要桥梁。成员国境内
的历史古迹是人类共有的文明财富，中方愿
为各国开展古迹修复和考古合作提供支持。

——— 2016 年 6 月 24 日，习近平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的讲话

我们要促进各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心
灵相通，使睦邻友好合作事业永葆活力。

——— 2017 年 6 月 9 日，习近平在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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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的青岛，全球聚焦。首个以中
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再一次回到
中国，举行首次扩容之后的首次峰会。

“上海精神”穿越时光，辉映岛城。
“和合”思辨回应时代之问，彰显东方
智慧。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开幕在
即，新华社重磅推出水墨 3D 大片《上

合之合》。
安全合作，筑牢发展之基；经贸合

作，拓宽发展之路；人文合作，架设发
展之桥。

上合之合，因“合”而聚，因“合”而
兴，因“合”而新。

新起点，青岛峰会令人期待。
再出发，上合组织迎来新辉煌。

欣欣赏赏新新华华社社水水墨墨 33DD
大大片片《《上上合合之之合合》》。。

自世纪之初诞生于黄浦江畔，“上海精神”贯穿于 17
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17 载同舟共济，17 载砥砺前行。
上海合作组织树立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上
海精神”浓缩了上合组织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也为打造
本地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精神指引。“上海精神”继续奏
响！上合组织正阔步向前！

新华社微视频：

上合组织正阔步向前

青岛，别称琴岛。山如琴，水如弦。千百年来，山的灵
秀和海的深邃在这里交融。

青岛不仅具有琴瑟和鸣、朗朗铮铮的传统文化深厚
底蕴，也具有海纳百川、包罗万千的气魄和胸襟。山、海、
城交相辉映的画卷里，四名女孩儿怀揣对这里的热爱，奏
响一曲合之声！

小提琴音乐诗：

青之岛，合之声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微视频
《上合之路》。

扫描二维码，欣赏新华社推出的
小提琴音乐诗《青之岛，合之声》。

刘秋口村隶属河北省新河县白神首
乡，位于县城西南 6 公里，紧邻青银高速
入口，高速引线、神无线自村东交叉通过。

村庄面积 250 亩，耕地 1866 亩，全村共有
270 户、980 人，党员 41 名，两委班子成
员 5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199 户 506 人，
2014 年-2017 年累计脱贫 133 户 412

人，目前未脱贫 66 户 94 人。

近年来，刘秋口村在县乡党委政府领导及新
华社工作队的帮扶下，紧紧依靠党支部这个“战
斗堡垒”，坚持“围绕产业抓党建，抓好党建促
脱贫”的工作思路，规范了村级“三会一课”、
党员亮身份、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完善了村民
自治、民主监督制度，建立健全了村规民约，形
成了村干部办事有章法、行为有约束、工作有考
核的良好工作机制，全村干活有劲头、生活有奔

头，有效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加快
贫困群众脱贫步伐。刘秋口村抓党建促脱贫工作
的做法先后被新华社、光明日报、河北经济报等
多家媒体报道。几年来，先后被评为省市“人口
和计划生育工作示范村”“省级卫生村”“先进
基层党组织”“红旗党支部”“平安建设先进村
庄”“社会稳定综治工作先进村庄”， 2016 年被
县委、县政府评为“扶贫工作先进村”， 2017 年
被授予邢台市“移风易俗文明建设示范村”等荣
誉称号。

抓产业助脱贫

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特色产业、
实施产业扶贫是刘秋口村落实精准扶贫和实现
贫困群众增收脱贫的关键措施。

一是发展林下经济。 2015 年，在精准扶贫
政策指导下，刘秋口村依托产业扶贫资金和本
村 300 余亩的环村林网，大力发展香菇大棚 100

个，占地 130 亩， 2016 年，实现销售收入 100 余
万元，纯利润达 20 万元，带动 120 户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 2016 年又规划了 40 余亩高标准双拱大
棚 32 个，目前，利用新华社帮扶资金建成高标准
大棚 8 个，现已正式投入使用。

二是建设石磨面粉厂。为了提高农民种植小
麦的附加值，延伸产业链条，增加村集体收入，
经多方考察，刘秋口村发展了石磨面粉加工产
业，主要生产全麦面粉，每年可生产面粉 780
吨，实现产值 550 万元，农户每亩可增收 300
元。已申请使用“河北农业大学高产高效示范
田”标识，开设了淘宝网店，进一步拓宽了销售
渠道。

三是托管生产模式。 2013 年成立运鸿种植专
业合作社，全村入社 270 户，组建了专业服务
队，形成了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耕种、统
一管理、统一浇水、统一收割、统一回收的“七
统一”农业生产模式，农户一方面节约了劳动
力，另一方面节省了农田投入，每亩可节约成本
150 元。

抓科技保脱贫

一是建设村级光伏电站。 2016 年，在县委办
驻村工作队协调下，刘秋口村采用“投资商+扶
贫资金”的模式，投资 40 万元，在村小学校舍屋
顶建设了 50 千瓦村级光伏电站，每年村集体经济
可收入 3 万元。在河北省“千企帮千村”活动
中，河北晶龙集团资助建设了 8 . 9 千瓦光伏电
站，年收入约 1 . 2 万元。目前，正在建设一座
300KW 的村级光伏电站，将使全村贫困户实现稳
步脱贫。

二是建设小麦育种基地。 2016 年，刘秋口村
在河北农业大学甑文超、李瑞齐等专家教授的技
术指导下，发展了 1500 亩优质小麦育种基地，并
与石家庄绿丰种业公司签订协议，实行订单式销
售，村民每年每亩可增收 300 多元。

建设美丽乡村，提升幸福指数

在发展产业的基础上，刘秋口村积极建设美
丽乡村，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指数。按照“布
局合理、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便利、文明
和谐”的总体要求，高标准完成了村庄绿化、亮
化、民居节能改造、基础设施配套升级等 15 件实
事项目建设，申报了河北省“煤改电”示范村项
目，进行了村庄建设整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
重新规划了村级学校、文化广场、卫生室、临街
门店等基础设施布局，并进行了高标准建设，使
村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被评为 2015 年度“河北
省美丽乡村”。

刘刘秋秋口口村村村村口口

新新华华社社援援建建的的刘刘秋秋口口村村香香菇菇大大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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