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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3年3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俄
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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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人类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的
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汲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髓， 继承人类社会发展优秀成
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当
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
平永续发展，提出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从联合国纽约总部到日内瓦总部，从
博鳌亚洲论坛到瑞士达沃斯论坛，从二十
国集团峰会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
层对话会……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多个重

大国际场合，深刻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就是要坚持对话协
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
低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建设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是各国人
民的共同愿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汇

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
往的最大公约数，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
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指明
了方向，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得到国
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成为中国引
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
旗帜。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 � � �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
议时，明确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强调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
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
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三严三实”要求是共产党人最基本
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
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

201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方案》要求，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照“严
以修身 、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 ，谋事要
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聚焦
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着力解
决“不严不实”问题，切实增强践行“三

严三实” 要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努力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上见实
效，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上见实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
展稳定上见实效。

从2015年4月底开始，“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在全党展开， 中央政治局带头，坚
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各级党委主要抓
了集中学习、专题党课、专题研讨、查摆整

改4方面的工作。
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延展深化和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
风建设的重要举措，“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不设环节，各级同步
进行。它不是一次活动，而是融入领导干
部经常性学习教育。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县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党性上进行了又
一次集中“补钙”和“加油”。特别是绷紧了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使深化党风
廉政建设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新中国峥嵘岁月

荨荨（紧接1版） 同志们扎实推进产业扶贫、 教育扶
贫、 科技扶贫等工作， 各民主党派中央主要负责同
志亲自带队深入深度贫困地区， 从政策落实、 资金
使用、 扶贫成效、 群众认可、 工作作风等方面开展
民主监督。 全国工商联鼓励和支持广大民营企业家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踊跃投身扶贫行动和公益慈善
事业。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习近平强调，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
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具体部署， 这对
统一战线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 凝聚智慧、 凝聚力
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希望大家坚定信心， 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决策部
署上来， 坚定战胜困难、 应对挑战的意志和决心，
积极投身改革、 支持改革、 参与改革， 为推动我国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希望大家发挥优
势，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察实情、
建诤言、 献良策。 希望大家加强引导， 为经济社会
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 协助
党和政府做好协调关系、 化解矛盾的工作， 为深化
改革减少阻力、 增加助力。

丁薛祥、 刘鹤、 胡春华、 尤权、 王勇、 肖捷、
何立峰， 中共中央、 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
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光、 郑建邦、
辜胜阻、 邵鸿和蒋作君、 李钺锋、 张伯军、 张道宏、
李世杰、 朱永新、 杨震、 曹鸿鸣、 赖明、 黄荣、 舒
红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