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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坚
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已由中
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 2013 年 1 月 28 日习
近平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
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要点《更好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
础》为开卷篇，以 2018 年 6 月 22 日习近平
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
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
局面》为收卷篇，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 85
篇，约 32 万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人
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正确把握国际形
势的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时代潮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
命运的重大课题，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现途

径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刻阐述，引领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人类社会
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
蓝图，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崇高目标，体现了中国
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
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

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
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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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具有十
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
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
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主要内容如
下。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切
实加强人民政协党的建设，更好坚持
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团结
带领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
族各界人士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
命共同奋斗，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
设的总体要求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
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制度安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
民政协在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
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也是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安排和政治组
织最本质的特征。在政协各级组织和
各项活动中，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民政协必须
恪守的根本政治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切实加强党对人民政
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政协党的领
导体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
入，开创了政协工作新局面。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
们党必须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性
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
党通过自我革命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这对人民政协坚持党的领导，强
化政协党组织在政协工作中的政治领
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
会号召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
时要清醒认识到，人民政协党的建设
同新时代新使命新要求还不完全适
应，特别是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组
织设置不健全、政协特点不突出、党
员委员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需要
从实际出发切实加以解决。加强新时
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对于更好坚持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安排，坚持和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
位和长期执政地位，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按照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
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人民政协党的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
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改进工作方式方
法，发挥各级政协党组在政协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政协组织中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对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
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政协性质定
位，发挥好协商民主这一实现党的领导重要方式的作用，保证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
任，把政协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好；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政协党
组织的活力和党的团结统一；坚持政协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与政协
组织依照法律和政协章程履行职责相统一，把党的主张通过民主程序
转化为政协组织的决定，更加广泛地凝聚共识、凝聚力量；坚持从实
际出发，突出政协特色，积极探索创新，以党的建设推进新时代人民
政协事业发展。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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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14 日电(记者孙杰、闫起磊)河北省政府近日
发出通知，正式批准平山县等 25 个县(市、区)退出贫困县序列。消息传
来，平山县西柏坡镇党委书记陈东亮倍感振奋：“脱贫是对老区革命先
辈们最好的告慰，我们将以脱贫‘摘帽’为新的起点，继续苦干实干，努力
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平山地处太行山东麓，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是集老区、山
区、库区、贫困区“四区合一”的特殊县份。截至 2015 年底，全县仍有建
档立卡贫困村 260 个、贫困人口 40126 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山干部
群众把精准脱贫作为一道新的“考题”，把最好的干部派到扶贫一线，不
脱贫，不收兵。为确保脱贫质量，平山还建立了脱贫攻坚信息动态管理
平台，对贫困群众逐户甄别，逐户分析致贫原因，然后精准施策。

据平山县扶贫办介绍，平山把扶贫开发与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统
筹推进，构建起精准脱贫产业支撑体系，按照“一村一策”“一户一法”建
立了有 1013 个项目的脱贫攻坚项目库，全县 260 个贫困村，村村谋划
发展了主导产业。截至 2017 年底，平山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降至 1849
户、3606 人。经第三方评估确认，2017 年平山县综合测算贫困发生率
为 0 . 84%，符合退出标准。

根据河北省相关政策，平山等 25 个县(市、区)退出后，仍将继续抓
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并加大对剩余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继续巩固发
展脱贫成果，脱贫攻坚期内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同时，实行最严格的
考核评估，强化监督管理，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
革运动，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
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 年 3 月，党中央从西柏坡
动身“进京赶考”。

革命老区平山县脱贫“摘帽”

▲兰海高速贵遵复线扩容工程楠木渡乌江特大桥（ 10 月 6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新华社记者刘茁卉、胡星、蒋成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
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

在喀斯特高原上架起 2 万余座桥梁，创造
了数十个“世界第一”。

世界高桥前 100 名中，46 座在贵州。
改革开放 40 年来，数代建设者铸就“桥梁
精神”，打造了数量多、类型全、技术复杂、
难度极大的“桥梁博物馆”。

奇迹的背后，是中国人民奋斗精神
的写照。

打造世界级“桥梁博物馆”

古往今来，连通西南地区的难点在
贵州，关键也在贵州。宋人赵希迈在《到
贵州》的诗中写道：“涉历长亭复短亭，兼
旬方抵贵州城。”

为打开交通，贵州认定一个理：建桥。
仅福泉市，修建于明清时期保存至

今的石桥就有 130 座。单孔、多孔、不规
则孔、绝壁起拱……这里可谓“古代造桥
技艺的集大成者”。抗战时期，在此办学
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对这些古桥赞叹不
已，并将当地明代修建的葛镜桥誉为“西
南桥梁之冠”。

时过境迁，京滇古驿道上的石桥已
失去时代功能，但在贵州通往云南的路
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新建的世界级

大桥。它们横空出世，惊艳世人。
日前，位于贵州、云南交界处，杭瑞

高速公路上的“北盘江第一桥”以其桥面
至江面 565 . 4 米垂直高度，被吉尼斯官
方认证为“世界最高桥”。

跟随大桥养护人员刘守松走在桥面
下方的检修通道，从 500 多米高空俯瞰
川流不息的北盘江犹如一条溪流。“峡谷
横向风吹来，那感觉才刺激。”刘守松说，
日常巡查中，伸缩缝中有无锈蚀都不放
过。大桥建设用了 3 万多吨钢材，每一根
钢构上都有二维码，通过“健康桥梁检测
系统”，一扫码即知道有无异常。

“北盘江第一桥”是世界特大跨径钢
桁梁斜拉桥的典范。据贵州公路工程集
团第三分公司副总经理廖万辉介绍，仅
从大的施工工艺上讲，大桥就有钢桁梁
整节段梁底轨道“纵移横拼”等 5 大成果
创新。为了解决峡谷拼装难题，建设单位
专门在桥头建起了新工艺试验场，“做 1

比 1 大小的实体拼接试验，不同方案的图
纸堆了 2 米多高”。

北盘江是贵州桥梁建设的一个缩影，
这里还集中了几十座世界级的公路、铁路
特大桥。“贵州峡谷沟壑纵横、切割极深，
稍不留意就修成了世界级大桥。”廖万辉
说，不是为了世界第一而修建，“要从那里
过，就要修高桥”。

都说贵州“地无三里平”，但从海拔
500 多米的赤水河谷，到海拔 2000 多米的
乌蒙高原，一路高速公路行车不会感到明
显高度起伏。这是因为一座座架设在高山
峡谷间的大桥，让贵州成为畅通的“高速
平原”。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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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三精准”提振精气神
贵州省铜仁市四区县脱贫出列记

本报记者欧甸丘

“感谢政府感谢党，扶贫政策放光芒；
房前屋后亮堂堂，户户通了产业路……为
了群众谋幸福，你们离开了亲人；扶贫干部
费了心，实事求是为人民。”贵州省铜仁市
万山区敖寨乡瓮背村贫困群众杨胜妹不顾
身患癌症，召集村民编演了这首“快板”，表
达对驻村扶贫干部的感激。

金秋时节，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
铜仁市万山区、碧江区、江口县、玉屏县同
时通过国家验收，甩掉了“贫困帽子”。近年
来，铜仁市紧紧围绕“精准”二字，下苦功
夫、做实文章，提振了贫困群众的精气神，
铺就了全面小康的康庄大道。

精准识别

一个不能漏 一个不许假

精准识别是所有扶贫工作的基础，基
础不牢，地动山摇。贵州省 2017 年贫困县

退出专项评估检查结果显示，铜仁四个退
出区县均未检查到漏评现象，群众认可度
均在 95% 以上。

识别贫困户，要对所有群众家庭都进
行筛查。“精准识别就像用筛子筛米，要越
筛越细，越筛越准。”碧江区扶贫办主任田
源说，碧江区曾开展“五人大走访”活动，
即乡(镇、街道)包村领导、驻村工作队队
长、驻村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一起挨家挨户遍访所有群众，不论是贫困
户还是非贫困户，都要做到情况摸透，心
中有数。

对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何时脱贫、如
何脱贫都要有一笔明白账，达到脱贫标准
的贫困户要及时识别并脱贫。“客观有的、
系统录的、袋里装的、墙上挂的、嘴上说的
必须实现‘五个一致’，客观、全面、准确反映
脱贫攻坚推进情况，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
贫。”铜仁市扶贫办主任李俊宏斩钉截铁地
说，贫困群众的客观情况要与扶贫系统录
入的信息、“一户一袋”里面装的佐证材料、

墙上挂的收入信息卡、帮扶信息卡、政策明
白卡、贫困户基本信息卡等“四卡合一”信
息、贫困户说的信息完全一致。

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必须确保不漏
一人。玉屏县皂角坪街道铁家溪村一户群
众因主要劳动力患大病，生活陷入困境，完
全符合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标准，但因
该户邻里关系欠佳，组内开会民主评议时
得票不足，未能纳为贫困户。

“既不能违背贫困户纳入程序，又不能
让这户群众漏评，于是街道成立了专门工
作组进驻该村，挨家挨户做工作，说服组内
群众重新开会评议、投票，最终把这户纳为
了贫困户。”皂角坪街道党工委书记张红波
说。

精准帮扶

扶到穷根处 帮到心坎上

一线扶贫干部聚焦贫困群众的痛处、
苦处、难处，通过“五个一批”解决贫困群众

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推动贫困群众实现
稳定脱贫。

“必须坚持以极高的政治站位、极深的
民生情怀、极强的全局统筹、极佳的脱贫成
效、极准的路径举措、极硬的工作作风、极
优的组织保障推动贫困群众脱贫，精准定
位、精准施策，坚决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
利。”铜仁市委书记陈昌旭说。

群众有痛处，干部有回应。玉屏县皂角
坪街道茅坪村 33 岁的贫困户张琼，3 岁时
因意外事故导致下肢行动障碍，“走路”只
能靠两手撑地、双膝跪地艰难爬行，并且每
天午后全身肌肉会出现痉挛，伴随着钻心
的疼痛。爬行了三十年，疼痛了三十年，她
做梦也没想到，健康扶贫居然让她奇迹般
站立起来了。

玉屏县人民医院医生冉茂志是张琼的
健康扶贫签约医生。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冉
茂志先后六次把张琼送进医院治疗。去年
11 月 6 日开始，张琼双腿恢复直立，可直
接下地行走了。 (下转 7 版)

10 月 14 日，试验列车在位于成都市蒲江县境
内的成雅铁路成朝段上行驶。当日起，成雅铁路成朝
段启动联调联试工作。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10 月 13 日上午，同江中俄铁路大桥中方段
最后一吊钢梁安装到位，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新华社记者马知遥摄

同江中俄铁路大桥中方段主体完工 成雅铁路成朝段开始联调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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