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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

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

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铿锵有力的话

语，极富感召力，引起广泛共鸣。本着

积极务实、友好合作的精神，全面落实

本次会议的共识，共同致力于促进世

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成为与会各

国的共同心声。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面临的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在此背景下，如

何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如

何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习近平

主席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着眼各

国共同利益，提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

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主张，为上海合作

组织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就

要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筑牢和平

安全的共同基础、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

强劲引擎。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

兼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换

位思考增进相互理解，通过求同存异促

进和睦团结，才能凝聚起以合作实现共

赢的强大力量；践行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

统安全威胁，有效打击“三股势力”，才

会有持久的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本

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加快地区贸易便利化进程，我们

必将迎来更高水平的共同繁荣。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就要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

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络。人文

合作对深化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信

任和友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

优越，需要进一步树立平等、互鉴、对

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更加密切的人文

交流合作，促进文化互鉴、民心相通。

今天，地缘政治版图日益多元化、多极

化，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我们

要强化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等地区

国家交流合作，密切同联合国等国际

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

开展对话，为推动化解热点问题、完善

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业，路要去

走才能开辟通途。17年风雨兼程，上

合组织遵循“上海精神”，经受住国际

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不断加强政治、

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成为当

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极具影响力的参与

者。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精

诚合作，不断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一

点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就一定

能迎来更加光明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携手创造更加光明的美好未来
—论习近平主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李克强 13日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

■汪洋 11日至 13日对刚果（布）进行正
式友好访问 （均据新华社）

在广东省遂溪县杨柑镇祝君村有
一尊大理石雕像，一年有五千多人次来
到这里瞻仰、悼念，这就是钟竹筠烈士
的雕像。

钟竹筠，女，1903 年生于广东省遂
溪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秋，考
入北海贞德女子学校，接触进步书刊，
受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十月革命的影
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 5月，她被广东农民运动著
名领袖人物之一、南路农民领袖黄学增

推荐到广州，参加第四期农民运动讲习
所学习。在农讲所学习中，她得到了周
恩来、彭湃、恽代英、阮啸仙等共产党人
的教导和影响，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
为广东南路地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同
年，钟竹筠与中共党员韩盈结为伴侣。

从农讲所毕业后，钟竹筠先后被任
命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广东
南路特委会委员兼省党部妇女部特派
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干事、
南路特委妇女部长。

1926 年 10 月，钟竹筠受中共南路
党组织和南路办事处的派遣到防城县
东兴镇，指导发展党员，开展建党工作，
并领导防城的工农运动和妇女解放运
动，被选为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防城分
会主席。

1927年春，钟竹筠在东兴创建了中
共防城县第一个支部——中共东兴支
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1927年 4月中旬，蒋介石叛变革命，
南路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产
党人遭到屠杀，党的组织被破坏，钟竹

筠的丈夫韩盈也在遂溪县被捕牺牲。
钟竹筠忍着悲痛，不畏反动当局对

她的通缉，继续在东兴芒街一带坚持地
下斗争，她深入工农群众，揭露国民党
新军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叛变国民
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滔天
罪恶，宣传和组织工农群众，与反动派
进行坚决斗争。钟竹筠的活动，引起了
反动当局的很大恐慌，钦廉地区反动军
警奉命四处缉捕钟竹筠。

1927年 9月，由于叛徒出卖，钟竹筠
被敌人逮捕，被作为“共党要犯”押往广
西北海。在狱中，敌人对她威胁利诱和
酷刑折磨，宣称“只要你公开宣布脱离
共产党，供出共党内部的机密，金钱、地
位、享受都有”。面对凶恶的敌人，钟竹
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和
牺牲精神，她回答敌人：“革命不会完！

最终完的是你们这伙人面兽心的反动
派！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难道还怕
你们几个反动派？要宰要割任你。但
是，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东西！”

1929 年 7 月，钟竹筠高呼着“中国
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于北海
西炮台刑场，年仅26岁。

为了纪念钟竹筠烈士，家乡人民将
她的出生地杨柑镇忐忑塘村，改为杨柑
镇祝君（竹筠别名）村，并修缮了钟竹筠
烈士故居。
“钟竹筠为了人民的解放、自由和

幸福，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她舍生
取义的崇高品德和革命气节，激励着一
代代年轻的共产党员前仆后继，用行动
践行着对党与人民的忠诚。”中共遂溪
县委党史办主任程哲鸣说。

（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为党捐躯的女英雄—钟竹筠

钟竹筠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记者查文
晔、刘欢）针对美方派官员出席美国在台
协会台北办事处新馆落成仪式，国台办发
言人马晓光13日应询表示，外交部已向美
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
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

马晓光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作上述表示。他说，美方应切实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
规定，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
平稳定。

他在答问时还表示，台湾问题事关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中最
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方应慎重
处理涉台问题。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

只会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
对于有台湾绿营智库提议，台当局

可以“人道救援”名义将南沙太平岛租借
给美军使用，马晓光应询表示，这种提议
是十分危险的。任何有损中华民族利益
的言行，都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

针对民进党方面正支持“台独”团体
联署发起针对五星红旗以及台湾参与国
际组织等多项公投提案，马晓光在答问时
指出，日前国际奥委会已就台湾推动所谓
“奥运正名公投”予以了严正警告。民进
党当局不思悔改，继续煽动民粹，操弄公
投，蓄意挑衅一个中国原则，肆意破坏两
岸关系和平稳定。这种玩火行为，必将自
食恶果，进一步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

6月13日，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首列2.0版商用磁浮列车在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线，意味着中国磁浮列车技术取得新突破。

新华社发
中国首列2.0版商用磁浮列车下线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决定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自2018年 7月 1日起实施。
《通知》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
问题，围绕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养老保险制度目标，坚持促进公平、明确

责任、统一政策、稳步推进的基本原则，
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作为
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第一步，均衡
地区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负
担，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通知》明确，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现行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基础上，建
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对各省份养
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度调剂，确保基本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是中央调剂基
金由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上解的资金

构成，按照各省份职工平均工资的 90%
和在职应参保人数作为计算上解额的
基数，上解比例从 3%起步，逐步提高。
二是中央调剂基金实行以收定支，当年
筹集的资金按照人均定额拨付的办法
全部拨付地方。三是中央调剂基金纳
入中央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不得用于
平衡财政预算。四是现行中央财政补
助政策和补助方式不变，省级政府要切
实承担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和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主体责任。

《通知》指出，要健全保障措施，确
保制度顺利实施。一是完善省级统筹
制度，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工
作。二是强化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
确保应收尽收，杜绝违规支出。三是建
立健全考核奖惩机制，将养老保险相关
工作情况列入省级政府工作责任制考
核内容。四是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全
国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查询系统、养老
保险基金中央调剂监控系统以及全国
共享的中央数据库。
《通知》强调，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是加强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建
设的重要内容，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全
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加
强领导，密切协调配合，精心组织实施，
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
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顺利实施。

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和纪念马克思诞
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
国高校广泛开展“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
同上一堂课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师生把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成为广大师生勇担大任、砥砺
前行的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实体课堂”“空中课

堂”“网络课堂”有机结

合 实现全国高校师生全

覆盖

在“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
课活动”中，各地教育部门组织相关专
家深入学习研究，精心备课备讲，分别
针对高校教师和学生两个群体讲授解
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并通过
电视授课、网络直播、巡回授课等方式，
实现“实体课堂”“空中课堂”“网络课堂”
有机结合，扩大师生覆盖面。

在天津，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
校长钟登华登上讲台，为 1200余名高校
师生代表讲授“新时代青年的担当”，拉
开巡讲帷幕。随后，30位专家组成的宣
讲“教授团”在全市开展了 60场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巡讲报告，覆盖全
市高校；天津电视台“学习时间”栏目以
教师授课、师生对谈等形式，通过 10期
节目开展电视授课。

在黑龙江，东北林业大学党委书记
张志坤、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徐奉臻的精彩授课引发师生强烈
共鸣。随后，53名专家组成的“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讲师团”，分别深入
80余所高校开展巡回授课。

教育部思政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
动”已在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全面展开，实现全国高校全覆盖
和师生全覆盖。

传道授业解惑：当好

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教师，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要责
任。一名优秀的老师，既要精于“授业”
“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

在“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
课活动”中，安徽、山东、宁夏等地的老师
们表示，要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一个根本任务”“两个标准”和
“三项基础性工作”，切实办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一流大学；要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最鲜亮的
底色，切实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教学和研究阐释；要做新时代“四
有”好老师，当好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和引路人。

在湖北高校首场授课中，武汉大学党
委书记韩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世情国
情党情的准确判断，对社会主义办学规律、
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的科学把
握，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办好社会主义
大学的根本遵循。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与扎实推进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田建军听完陕西高校首场授课后感慨良
多。他说，授课专家抚今追昔、纵横时
空，给思政课教师上了重要一课。高校
思政课教师要加强研究阐释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
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河南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郭战
伟表示，要持续不断加强自身理论学
习，成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
研究者、践行者，提高工作本领，创新方
式方法，增强思政课吸引力和影响力，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工

作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使广
大师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悟。

勇担时代大任：成为

德 智 体 美 全 面 发 展 的

社会主义接班人

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学习贯彻并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青年大学生，对于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6月4日，来自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
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西南
民族大学的 500余名师生代表在现场聆
听了中科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翟婉明教
授“科技兴则民族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
的生动一课。通过四川教育厅官方微信，
超过15万人次同步收看了这场授课。
“正如翟婉明教授所说，我们要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
思想，珍惜青春、抓住科研创新的黄金时
期，担负起时代使命，为建设科技强国贡
献青春力量。”电子科技大学信软学院
2016级本科生吕倩倩说。
“爱国、励志、求真、力行”——在浙

江、山西、湖南、黑龙江等省份，学子们通
过“同上一堂课”，更深入地领会了习近平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提出的殷切期望。

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2015级水土保
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本科班颜哲豪表示，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要树立远
大志向，勇担时代大任，在脚踏实地学好
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意志品格的锤炼，
把个人的成才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结合起来，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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