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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25 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
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
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
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习近平
强调，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课题，出
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21 世纪的多边主义
要守正出新、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
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
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
战需要。要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以国
际法则为基础，坚持协商合作，坚持与
时俱进。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
疫合作、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
进可持续发展、推进科技创新、推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不断迈进！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公共卫生
面临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人类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现
在，疫情还远未结束，抗疫仍在继续，但
我们坚信，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黑
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光。人类一定能够
战胜疫情，在同灾难的斗争中成长进步、
浴火重生。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解决好这个时
代面临的四大课题：

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
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
增长。既要把握当下，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发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支持，推动
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阴影，更要放眼
未来，下决心推动世界经济动力转换、方
式转变、结构调整，使世界经济走上长期
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第二，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
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各国历史文化
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
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
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
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
业作出贡献。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
文明。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
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
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
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各国应该在相互
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促
进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动力。

第三，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荣。发
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了，整个世界繁荣稳
定就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国际社会应
该落实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必
要支持，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
促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让
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

第四，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缔
造人类美好未来。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亟待加强。加大应对
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关系人类前
途和未来。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
题，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
合作。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
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
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
他。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
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
共同掌握。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
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
搞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离
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
抗。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
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
同。要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要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
搞唯我独尊。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各国共
同达成的规则和共识来治理，而不能由
一个或几个国家发号施令。联合国宪章
是公认的国与国关系基本准则，

▶下转2版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强调

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各位委员：
现在，我代表政协江苏省第十二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

一、2020年工作回顾

2020年是“两个百年”交汇、“两个
五年”交接的关键之年，是决战决胜、
大战大考的特殊一年。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
书写了人民满意、世界瞩目、载入史册
的时代答卷，创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征程上新的辉煌。过去的一年，在
江苏发展历程中也极不平凡。一年
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形势和前所
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共江苏省委、江苏
省人民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

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
省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奋力打赢
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防汛抗旱三场
硬仗，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来
之不易的显著成绩，“十三五”规划目
标任务胜利完成，决胜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取得重大成果，为开启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江苏省委高度重视政协工作，
省委娄勤俭书记多次作出指示批示、提
出明确要求。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全国
政协决策部署，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旗
帜鲜明讲政治，服务中心献良策，汇聚
共识增合力，创新作为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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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 2021年1月25日在政协江苏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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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委员，同志们：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
决策部署的关键时刻，在“十三五”圆
满收官、“十四五”开局起步的重要时
点，政协江苏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隆重开幕了。我代表中共江苏
省委，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全体政协委员和与会同志致
以诚挚的问候！

时节如流，奋斗如歌。回望刚刚
走过的“十三五”，这是全省上下顶风
破浪、攻坚克难的五年，也是江苏发展
成果丰硕、令人自豪的五年。这五年，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学习贯彻新思
想中解放思想，在创造性落实中笃定
前行，破除了一大批制约高质量发展

的突出短板，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关心
关切的难点问题，办成了一大批对江
苏发展具有长远支撑作用的标志性事
项。通过五年来的扎实奋斗，江苏的
综合实力更强了，群众的口袋腰包更
鼓了，各地的生态颜值更美了，全省上
下的精气神更足了，我们用走在前列
的过硬成果，正一步一个脚印把“强富
美高”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图景。特别
是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我们遭遇了极
不寻常的困难挑战，进行了极不容易
的艰辛奋斗，创造了极不平凡的发展
成绩，奋力打赢了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防汛抗旱三场硬仗，经济在优化调
整结构基础上历史性跨上10万亿元台
阶，“轨道上的江苏”实现重大突破，苏
北农房改善、教育改革等成效显著，决
胜高水平全面小康取得决定性成就，

▶下转8版

携手奋进现代化新征程
—— 在江苏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2021年1月25日）

娄 勤 俭

本报讯 （记者 顾敏） 承前启后开盛
会，继往开来谱新篇。1 月 25 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在江苏大会堂隆重开幕。来自全省
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齐聚一堂、认真履责，
为深化“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扛起“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新使命，奋力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献良
策、聚共识、增合力。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发表讲话。省
政协主席黄莉新代表省十二届政协常务委员
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省政协副主席周健
民、朱晓进、洪慧民、麻建国、阎立、周继业、王
荣平、胡刚、姚晓东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
由阎立主持。

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全国政协农业
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罗志军，全国人大教科文
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学勇，全国政协教科卫
体委员会副主任张连珍，全国政协提案委员
会副主任蒋定之，省领导杨岳、樊金龙、王常
松、张敬华、许昆林、郭元强、张黎鸿、张爱军、
费高云、李小敏、王燕文、陈震宁、许仲梓、邢
春宁、刘捍东、魏国强、曲福田、马秋林、刘旸、
陈星莺、赵世勇、惠建林、马欣、胡金波，省军
区、省法院、省检察院、省武警总队领导张孟
滨、夏道虎、刘华、吴启庆、刘海文，正省级老
同志及担任过省政协领导职务的同志陈焕
友、武继烈、陆军、周珉、杨新力、范燕青，省人
大常委会秘书长陈蒙蒙，省政府秘书长陈建
刚，应邀出席开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应
邀列席大会的还有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上午 9 时，会议开幕。全体起立，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娄勤俭代表中共江苏省
委，对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
烈祝贺。他说，回望“十三五”，全省上下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在学习贯彻新思想中解放思想，在创造性
落实中笃定前行，用走在前列的过硬成果，正
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

“强富美高”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图景。特别是
刚刚过去的2020年，我们遭遇了极不寻常的
困难挑战，进行了极不容易的艰辛奋斗，创造
了极不平凡的发展成绩，打赢了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防汛抗旱三场硬仗，展现了江苏发展
的韧劲和干部群众的担当。更令人振奋的
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开启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江苏，让我们备
受鼓舞、倍增干劲。他强调，江苏“十三五”发
展能够画上圆满句号，最根本的在于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亲切
关怀，在于全省上下的务实苦干、拼搏奋斗，
也离不开广大政协委员的同心同向、倾力奉
献。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坚持党对政
协工作的全面领导，紧扣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履职尽责，主动担当，资政建言的金点子
越来越多，协商议政的好品牌越来越响，携手
奋进的同心圆越来越大，在全省砥砺奋进的
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娄勤俭指出，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建
党 100 周年，也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
殊重要性的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为强大动力，全面
落实中共江苏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的部署要
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创新在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已经取得的
成就当作事业新的起跑线，坚决扛起新使命，
携手奋进新征程，在闯关夺隘中拼搏出一片
新天地，在团结奋斗中再创发展新辉煌。携
手奋进新征程，需要以清醒的政治自觉，精准
把握新发展阶段特征，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接续奋斗、坚定前行；需要以强
烈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践行新发展理念，用
高质量发展的过硬成果扛起使命、开辟未来；
需要以更大的定力魄力，更好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在畅通内外双循环上迈好第一步、见
到新气象； ▶下转8版

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
的通知》。全文如下：

当前，境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我国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和零星散发病
例不断出现。提倡春节假期非必要不流
动，有利于减少疫情传播风险，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各地区

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
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精神，
针对因疫情防控需要就地过年群众增加
的新情况，抓紧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让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健康安全的
新春佳节。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合理有序引导群众就地过年。

疫情高风险地区群众均应就地过年，把
人员流动降到最低，防止因人员流动导
致疫情传播扩散。中风险地区群众原则
上就地过年，特殊情况需要出行的，需经
属地疫情防控机构批准。低风险地区倡
导群众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

▶下转13版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要求

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

省委书记娄勤俭发表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