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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

� � � � 带领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走上富
强之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令世界钦佩
的奇迹。

今天，中国许多重要指标位居世界前列：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7亿多人脱离贫困， 为全
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以量子通信、超级计算
机等为标志的科技创新能力世界瞩目……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让这个曾经积
贫积弱的国家改变了命运。” 这是外国政
党负责人的普遍看法。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认为，中
国实现了不可思议的跨越式发展，其基础
在于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并且
很好地运用了干部政策和市场工具，“而
这一切都是旨在提高人民福祉。”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富
强的道路上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埃及
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阿兹利说， 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实现了真正的
民族独立，走出了一条与资本主义不同的
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道路。

“我给中国共产党打高分，因为他们
确实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
基础，并在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巴基斯坦穆斯
林联盟（谢里夫派）副主席阿克拉姆·扎基
说，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政治
体制，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让西
方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

厄瓜多尔国民大会外事委员会主席、
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前执行书记多丽丝·索
利斯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
减贫、引领科技进步等领域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充分
说明了这个政党的伟大”。

� � � � 中国共产党开放包容的精神和心怀
世界的情怀，彰显了大国大党的气度和担
当。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促进中国的
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

“中国共产党对未来充满自信，是因
为它规划好了自己的每一步，不放弃为全
体人民谋福祉这一伟大目标。” 根纳季·安
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说， 中国梦就是要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

国领导人对整个世界进步发展的担当”。
当今世界，正站在历史性重大变革的

关口。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和政党，把目
光投向中国共产党。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中央政治
局成员希费劳·希古特表示，以共商、共建、共
享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正是中国
在谋求一种共赢结果，通过这一倡议和实践，

能够实现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发展和
繁荣，从而让世界更加和平和安全。

塞尔维亚社会党副主席扎尔科·奥布拉
多维奇说：“96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超越国
界，成为世界舞台的重要力量。”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今天的世
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注重倾听中国
声音。承载13亿多中国人民期待的中国共产
党，将以厚重的天下情怀、宽广的战略视野、
高超的驾驭能力，引领中国走向充满希望的
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不朽功绩：

中国共产党创造世界奇迹

� � � �世界聚焦中国共产党，源自中国共产
党所坚持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
度，“中国模式”丰富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模
式，为世界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

在外国政党负责人眼中，提出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
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方面“对人类作出的
重要贡献”。

坦桑尼亚革命党书记处书记汉弗莱·
坡勒坡勒非常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
念。他说：“我所看到的中国的发展让我感

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
政党，一个说到做到的政党。”

苏丹全国大会党书记处书记亚西尔·
优素福·阿明指出，“中国的经验与众不同，
它建立在彼此共享资源的基础之上， 倡导
各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消除了西方国家
唯利是图的强制性政策。‘中国模式’ 已经
被各国， 特别是包括苏丹在内广大第三世
界国家所认同和提倡。”

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主席吴丹泰
说，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是因为富有远

见，实施有效的管理、有序制定党的方针，
所以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中国有13亿多
人口、56个民族，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平
稳领导人民就是一件非常值得仰慕的事，
为了国家发展选择符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国家执行委员会
国际事务处副秘书长路易斯·曼努埃尔·
贝尔特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够
系统地开展中长期规划与建设， 同时，中
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内监督和决策，强化
组织职能，维持高效运作。这些宝贵经验
对各国执政党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

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贡献中国模式

光辉前程： 中国共产党擘画未来蓝图

� � �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 喜迎党的十九大的热
烈气氛中，我们又将迎来中国共产党96岁华诞。国家繁荣
昌盛、事业蒸蒸日上、人民团结奋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8900多万党员和13亿多人民
正阔步前行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96载风雨兼程，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
的前途命运，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今天，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伟大的事业， 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的新的“赶考”，只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才能
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我们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始终走在
时代前列，很重要一点就在于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
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奋力开创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深化了对共产党执
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
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推向新阶段。在新的长征路上，
坚定“四个自信”，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我们必将开辟21世纪
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 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狠抓党建各项
任务。 从坚定理想信念到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出台八项规定、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制定和完善一系列
党内法规制度，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开创了党建新局
面，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们党不变的宗
旨情怀，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鲜明特征。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的庄严承诺，到推进脱贫攻坚、改善民生的务实举
措，从深化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到着力解
决群众普遍关心的环境、食品安全等突出问题……党中
央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把为
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我们党就会拥有不竭的力量源
泉，汇聚起实干兴邦、共襄伟业的磅礴之力。

历经“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峥嵘岁月，走在“人间
正道是沧桑”的奋进路上，迈向“长风破浪会有时”的
美好未来，我们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既波澜壮阔，
又任重道远。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协力、真抓实干，续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创造中华民族新辉煌。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不忘奋斗初心
跨越新的征程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
� � � �当今中国， 正以前所未有的
铿锵步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掌舵
中国巨轮的中国共产党以独特魅
力吸引着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中 国 共 产 党 为 什 么 能 ？
———成为世界探究的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前
夕，一些外国政党负责人接受记
者专访时，认为中国发展成就无
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
牢固的执政基础和强大的治国
理政能力。

新华社评论员

� � � � 6月27日至29日，出席第十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政、商、学界人士齐聚大连，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中探寻世界经济普惠、包容的
发展路径。参会嘉宾认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国企改革迈入新阶段，金融改革脉络日趋明晰，中国经济的走势稳中向好。图为
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6月12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