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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23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
受6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三月的北京，春和景明，万象更新。
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红
地毯两侧。号手吹响迎宾号角，新任驻
华使节们先后抵达，沿着台阶拾级而上，
进入北京厅。在“北京鸟瞰”图前，使节
们依次向习近平呈递国书，习近平同他
们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这 6位新任驻
华大使是：巴哈马驻华大使匡特、匈牙利
驻华大使白思谛、波兰驻华大使赛熙军、

冰岛驻华大使古士贤、厄瓜多尔驻华大
使拉雷亚、莫桑比克驻华大使古斯塔瓦。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请
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
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表示中国政府将
为各国使节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希望
使节们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增进中
国同各国友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中国高度重视
发展同各国友好关系，愿进一步巩固传
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和
人文交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使节们再次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
对习近平当选连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诚挚
祝贺和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各国使节
热烈祝贺中国全国“两会”胜利召开，高度
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成就，相信中国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将为促进世界共
同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使节们表示，
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他们对出
使中国深感荣幸，将致力于促进各自国家
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参加上
述活动。

习近平接受六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

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

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

世界舞台风云激荡，呼唤思想的引领。
新时代的东方大国，擎起历史的旗帜。
2013 年 3月 23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确
立人类文明走向的新航标。

5年来，这一理念在波澜壮阔的大国实践
中不断升华，散发出宏阔睿智的思想魅力，在
世界和平与发展大潮中汇聚起追寻梦想的磅
礴力量，迸发出昭示未来的耀眼光芒。

思想之光

——新时代的中国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

擘画人类未来美好愿景

中国两会，被称为“又一次在世界地图前
召开”。3月 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序言部分。

由此，这一凝聚着东方智慧的理念被赋予
全新含义，表达出中国将携手世界各国为之奋
斗的坚定意志，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
步事业而奋斗”的庄严承诺。

5个月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把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把它写入党章。

外媒评价，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从未像今天
这样大，面对新形势中国承担起历史责任，提出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放眼人类共同的未来。

中国智慧，来自对历史规律、未来走向的
深邃洞察。

中国方案，源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机遇把握。

纵观全球，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
加强劲；同时，人类也正处于一个挑战层出不
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人类生活的关联前
所未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
模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放眼世界，各种社会思潮交锋激荡，国际
社会迫切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破解“人类
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

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

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
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013年 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
系学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向世界提出“命运共
同体”理念。随之，一幅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
壮美蓝图在全球渐次铺展。

从莫斯科到海南博鳌，从联合国总部到日
内瓦万国宫，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到全球性政党对话会，一个个演讲、一次次实
践，中国声音在世界唱响。

2017 年初，瑞士。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
和日内瓦发表两场重要演讲，围绕“世界怎么
了、我们怎么办”，进一步深入阐述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

一年之后，美国《纽约时报》文章认为“达
沃斯真正的明星是中国”。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总干事穆勒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
世界上落地生根”。

理念能凝聚引领人类变革的强大力量，在
于科学把握了世界进步大势，顺应了时代发展
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切中问题根源，被外
界视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这是中国信心中国智慧的重要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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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
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应时而动，顺势而为。在新的历史航程
中，习近平主席把准世界跳动脉搏，深入思考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
等重大课题，形成了科学完整、内涵丰富、意义
深远的思想体系，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

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

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
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

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当今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位领导人能够集

合如此强大的力量与智慧，能够如此坚定地谈论
整个人类的共同未来。”印度学者库尔卡尼说。

这是解决全球难题的治世良方——
“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

弱、以富欺贫”“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
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
气”“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习近平主席的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全
球化观等为世界面临的风险挑战提供解决之道。

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古往今来，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始终是人类

孜孜以求的梦想”“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
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这100
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

这是推动共同发展的中国理念——
“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

才是好发展”“坚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
“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从“一带
一路”倡议到自贸区建设，从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为世界奏
响互利共赢的交响曲。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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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

征。”习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对于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是有力的思想动员和精神鼓

舞，必将凝聚起奋进新时代、共圆中国

梦的磅礴力量。

“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未来，国

家才有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中国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东

方大国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焕发

出强大生机活力，奇迹正在中华大地

上不断涌现，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更

加自信自尊自强。党的十九大描绘了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目标

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梦想凝聚人心，愿景催人奋进。

新时代的春天生机无限，新征程的道

路无比宽广，我们完全有信心和能力

走好把蓝图变为现实的新长征。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

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曙光在前、

胜利在望，但绝非一帆风顺、一马平

川。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

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我们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

展条件，但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

困难和挑战。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路虽然还很长，但时间不等人，容不得

有半点懈怠。蓝图不可能一蹴而就，

梦想不可能一夜成真，越是接近奋斗

目标，越要保持清醒头脑、防止精神懈

怠，越要做好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

努力的充分准备。我们决不能安于现

状、贪图安逸、乐而忘忧，必须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奋发有为，努力创造属

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事业只有干

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山再

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

定能到达。“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信念，

需要“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锐意进取；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奋斗，需要“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笃定前行。把党的十九

大提出的奋斗目标从蓝图变为现实，来

不得花拳绣腿，容不得敷衍塞责，不仅

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更要争分夺秒、

紧抓快干。行百里者半九十，只有以更

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

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保障和改善

民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开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党的十九大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

在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目标下运

筹谋划，提出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

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

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争到2035年基

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

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如期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任务艰

巨、时间紧迫。全军官兵必须保持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

劲，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激发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强化

“一日不为、三日不安”的责任心，为强

军兴军贡献智慧和力量。

走好把蓝图变为现实的新长征
——三谈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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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王
添翼报道：近日，军委后勤保障部军
事设施建设局借鉴行业先进经验，委
托业内领先的工程评估咨询机构，作
为第三方对驻京内军队安置住房统建
项目质量安全管理进行全面检查评
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全军
首次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建设质
量监控，此举标志着“监理单位全程
驻、第三方力量随时查、质监机构收
尾验”的军队安置住房工程监管强效
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安置住房区域统建工作在全军部署
展开以来，军委后勤保障部军事设施建
设局始终把打造优质样板、创建标杆工
程摆在突出位置。针对当前工程监理力
度相对薄弱的情况，特别是第三方评估
以其独立性、专业性、激励性的特点，
已经在国内外大型房地产项目特别是公
共投资项目的管理应用中收到了良好效
果这一实际，在搞好传统模式工程监管
的基础上，他们借助军民融合力量，创
新引入地方大型工程咨询企业作为第三
方，高定标准、自我加压、严查深抠，
为部分统建试点项目实施质量安全“体
检”，带动提升工程建设管理水平。

第三方评估检测更加关注细节，在

常规施工检查基础上，坚持住户视角，
聚焦解决防水渗漏、空鼓开裂、尺寸观
感和功能使用等收房“痛点”问题；更
加客观公正，评检机构随机派员、电脑
抽样、实测实量、现场签认、即测即
算，第一时间拿出项目评估检测报告，
不受各方干扰，独立开展工作，只对结
果负责；更加利于督导，各项结果可通
过大数据即时横向比较，随时掌握受检
工程在军地同类项目中所处的位置，为
上级跟进督导整改、实施奖惩激励提供
重要抓手。
“随着军队安置住房统建项目在更

多城市布点推开，引入第三方评检强化
质量监管的有效模式，将逐步实现全军
在建项目的全过程覆盖。”军队安置住
房保障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品质标准
就是统建的品牌形象，将持之以恒抓好
质量文化和标准体系建设，从理念、规
范和技术上接轨行业前沿，创新加大监
管力度，以一流的工程质量，对官兵负
责、对部队战斗力负责。

京内军队安置住房工程实施质量“体检”
首次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强化统建项目质量监控

本报海口3月23日电 记者陈国
全、特约记者李唐报道：记者从海军参谋
部获悉，为坚决贯彻习主席训令、持续兴
起海军部队大抓实战化训练热潮，海军

近期将在南海海域举行实战化演练。这
是海军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目的
是检验和提高部队训练水平，全面提高
打赢能力，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海军将在南海举行实战化演练

本报北京3月23日电 郝云昆、特
约记者吴旭报道：记者今天从军委机关
有关部门获悉，2018年军队研究生复试
录取工作于近日展开，军队研究生教育
主管部门公布了相关分数线，明确了研
究生招生的环节流程和相关要求。

今年军事学硕士、军事硕士初试基
本线全军统一划定，其他学科门类均执
行国家A类地区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基
本线，军事类硕士研究生初试基本线为
总分 280分，其中政治理论 45分、外国语
35分、业务课 60分。博士研究生招生由
招生单位自主确定进入复试的初试基本
线。达到初试基本线的考生由各招生单

位依据招生计划，按总分从高到低，确定
复试人员范围，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不超过 150%。未达到初试基本线
的考生不得参加复试。

据军委训练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军队硕士研究生复试区分面试和笔试，博
士研究生复试以面试为主，可根据需要增
加笔试环节。同一专业全日制和非全日
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复试程序和录取标
准。增大面试导师组在复试录取工作中
的话语权，实行复试面试环节一票否决
制，复试面试成绩低于60分的考生不得录
取。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加分政策，现任
建制连（含）以上单位主官和军队在职干

部，获全军优秀指挥军官、优秀参谋和优秀
共产党员表彰，荣立个人二等功（含）以上、
近5年内荣立3次（含）以上个人三等功奖
励等符合条件的考生，享受相应加分。

据了解，今年将继续加大信息公开
力度，主管部门要求各招生单位做到“三
个公开”：公开各学科（专业）生源余缺信
息，公开复试录取工作方案，公开复试名
单和拟录取名单。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专
门设立了招生监督电话（军线 0201-
827305，地方线 010- 66827305）和举报
信箱（北京市复兴路 26号 203分号），为
广大考生提供举报申诉渠道，确保复试
录取过程的公平公正。

规范招生流程 强化信息公开

2018年军队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展开

军队采购：亮出“非诚勿入”警示牌
（第五版）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老兵的赞与盼
（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