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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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习近平同
志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这段时间内关于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85篇。现
将这部专题文集的主要篇目介绍如下。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基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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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深刻阐述了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问题。指出：要更好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
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
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
就是天下太平。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 决不能牺牲
国家核心利益。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
展》是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俄罗斯莫
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这次访问俄罗斯，
是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一次出
访。 演讲深入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形势的看法
和对国际关系的立场主张。指出：这个世界越
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要跟上
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
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
代里， 停留在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的老框框
内。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
舟共济的客观要求， 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各国人
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是2013年3
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
议中心的演讲。演讲总结中非友好关系发展历
史经验， 全面阐述了新时期中非共谋和平、同
促发展的政策主张。指出：对待非洲朋友，我们
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
“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
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

《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是
2013年4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指出：和平犹如空
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
平，发展就无从谈起。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
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

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是

2013年9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俄罗斯圣彼得堡
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
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指出：要放眼长
远，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
融合的世界经济， 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
界经济。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
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 反对各种形式的保
护主义，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
体制。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2013年
9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
夫大学演讲的一部分。指出：为了使欧亚各国
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
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
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是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印度尼西亚
国会演讲的一部分。指出：中方愿同印尼和其
他东盟国家共同努力， 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
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

《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是2013
年10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
的一部分。指出：中国发展离不开亚太，亚太
繁荣也离不开中国。 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
同体意识，以自身发展带动他人发展，以协调
联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 形成各经济体
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共同创建引领世
界、惠及各方、造福子孙的美好亚太。

《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是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周边外交工作
座谈会上讲话的要点。讲话确定了今后5年至
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
体布局， 明确了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
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指出：做好周边外
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 要更加
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 为我国发展争取
良好的周边环境， 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
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
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
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
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是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的讲话。 指出：文
明交流互鉴，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
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
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
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
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中国人民将按照时
代的新进步， 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丰富多彩
的文明一道， 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
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国梦是追求和平、追求幸福、奉献世
界的梦》是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法国
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的一部分。指出：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追
求幸福的梦，奉献世界的梦。实现中国梦给世
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荡，
是进步不是倒退。

《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是2014年
3月28日习近平同志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为主题发表的讲话。指出：走和平发展道
路， 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
回应， 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
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
明的深厚渊源， 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
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
中国人民从自身经历中形成了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自觉选择， 我们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
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自己
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
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苦果。

《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是2014年4
月1日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为了把中欧
关系推向前进，中方需要加深对欧洲的了解，
欧方也需要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独特的文化
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
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中欧
要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
桥梁， 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是
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国际友好
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
念活动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中华民族历来
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
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

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
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
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
享和平。

《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
局面》是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上海举
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
会上的讲话。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
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 努力走出一条
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要尊重和
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 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
和非传统领域安全， 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
国和本地区安全， 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
持久安全。

《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是2014
年6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举行的中阿合作
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指
出：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
我们要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为发展增动力，为
合作添活力，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
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
美好世界》是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北
京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
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
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 集中体现了主
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已经成为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有力维护
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 为推动建立更加公
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
用。 要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弘扬这五项原
则，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共同建设合作共
赢的美好世界。

《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是
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巴西巴西利亚
举行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
上的主旨讲话。 讲话提议共同宣布建立平等
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努
力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
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
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
新格局，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是2014
年8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
尔演讲的一部分。指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
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

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
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
快，众行远”。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将坚持正确义利观， 不搞我赢你输、 我多你
少。中国人讲求言必信、行必果。中国说到的
话、承诺的事，一定会做到、一定会兑现。

《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是2014
年11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举行的“加强互
联互通伙伴关系” 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
话。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应该是基
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
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一带一路”和
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要深化互
联互通伙伴关系，优化亚洲区域合作，共建发
展和命运共同体。

《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是2014
年11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
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指
出： 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
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
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时代潮流，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就
是继续引领世界发展大势， 为人类福祉作出
更大贡献；就是让经济更有活力，贸易更加自
由，投资更加便利，道路更加通畅，人与人交
往更加密切； 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
的生活，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
生活得更好。

《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是2014
年11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
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开
幕辞。指出：面对新形势，亚太经济体应深入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
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共建互
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亚太
和世界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中国如何发展？中国发展起来了将是一
个什么样的国家？》是2014年11月17日习近平
同志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演讲的一部分。指
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是人
群中的大块头， 其他人肯定要看看大块头要
怎么走、怎么动，会不会撞到自己，会不会堵
了自己的路，会不会占了自己的地盘。中国坚
持和平发展，决心不会动摇；中国坚持共同发
展，理念不会动摇；中国坚持促进亚太合作发
展，政策不会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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