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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2
日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发
表题为《共抗疫情，共促复苏，
共谋和平》的视频致辞。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当
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传统
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
不穷，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明显上升。全球性威胁和
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

习近平提出3点倡议。
第一， 团结互助， 共抗疫

情。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
虐。应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关键
领导作用，推进国际联防联控。
中国愿继续同各国分享抗疫经
验和诊疗技术， 提供必要医护
物资， 履行中国疫苗作为全球
公共产品的承诺， 帮助国际社
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推动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第二，开放合作，共促复
苏。 中国将践行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我们将坚定不移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同国际社会一
道，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第三，秉持正义，维护和
平。应该坚持和平共处，尊重
各国发展权利，尊重各国自主
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坚持
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霸
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各种
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
行径，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和和
平安全。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
平发展道路。

习近平最后强调，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和平与发展是
时代主题，也是不可抗拒的历
史潮流。 面对人类面临的挑
战，世界各国应该加强团结而
不是制造隔阂、推进合作而不
是挑起冲突，携手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造福世界各国人
民。 ■据新华社

习近平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致辞

全球性威胁和挑战
需要全球性应对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
月12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
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11月17日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

应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
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
月20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
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应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
萨勒曼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出席11月21日至22日举行
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
次峰会。

上述会议将以视频方式
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在北京出
席有关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

习近平将出席三个国际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A02 要闻 2020年11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熊佩凤 美编/胡万元 校对/曾迎春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
会11月12日上午在上海市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科学把握新发
展阶段，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
硬的骨头， 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
开放的开路先锋、 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
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
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30年来，浦东成就举世瞩目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
重要讲话。他强调，30年前，党中央
全面研判国际国内大势， 统筹把握
改革发展大局， 作出了开发开放上
海浦东的重大决策， 掀开了我国改
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党
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高度重视、寄
予厚望， 强调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
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
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
易中心之一， 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
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要
求浦东在扩大开放、 自主创新等方
面走在前列。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继
续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明确要求，
把一系列国家战略任务放在浦东，
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不断展现新气
象。

习近平指出，30年来， 浦东创
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经济实现跨
越式发展，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
核心竞争力大幅度增强， 人民生活
水平整体性跃升。浦东开发开放30
年取得的显著成就， 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最鲜活的现
实明证，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写
照。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改
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由之路； 改革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依靠人民创
造历史伟业。

要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习近平强调， 从现在起到本世
纪中叶， 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30年。 新征程上，我
们要把浦东新的历史方位和使命，
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
中加以谋划， 放在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予以考量和谋
划，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习近平指出， 要全力做强创新
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要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加速科
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提升产
业链水平， 为确保全国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多作新贡献。 要在基础科技
领域作出大的创新， 在关键核心技
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 更好发挥科
技创新策源功能。 要优化创新创业
生态环境，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车道。 要聚
焦关键领域发展创新型产业， 加快
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
领域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要深化
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发挥企业在技
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同长三角地
区产业集群加强分工协作， 突破一
批核心部件、推出一批高端产品、形
成一批中国标准。要积极参与、牵头
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
程，开展全球科技协同创新。

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改革系统
集成，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要聚
焦基础性和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
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
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 在改革成效
上相得益彰， 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 要在改革系统集成
协同高效上率先试、出经验，探索开
展综合性改革试点， 统筹推进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从事物发展
的全过程、产业发展的全链条、企业
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出发来谋划设计
改革， 加强重大制度创新充分联动
和衔接配套，放大改革综合效应，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
商环境。

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指出， 要深入推进高水
平制度型开放， 增创国际合作和竞
争新优势。要着力推动规则、规制、
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供高水
平制度供给、高质量产品供给、高效
率资金供给， 更好参与国际合作和
竞争。要更好发挥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作用， 对标
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实行更大程度
的压力测试， 在若干重点领域率先
实现突破。 要加快同长三角共建辐
射全球的航运枢纽， 提升整体竞争
力和影响力。 要率先实行更加开放
更加便利的人才引进政策， 积极引
进高层次人才、 拔尖人才和团队特
别是青年才俊。

习近平强调， 要增强全球资源
配置能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要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 增强资源配置能力， 提高对资
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配
置的全球性影响力， 努力成为国内
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战略链接，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 要完
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
系、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国际金融资
产交易平台， 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
价格影响力， 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
经济发展。 要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
经济， 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的重要枢纽。

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习近平指出， 要提高城市
治理现代化水平， 开创人民城
市建设新局面。 要坚持广大人
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
主体地位，探索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时代特征、 彰显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的超大城市发展
之路。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推
动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
念创新，率先构建经济治理、社
会治理、 城市治理统筹推进和
有机衔接的治理体系。 要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 不断提高公
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要
构建和谐优美生态环境， 把城
市建设成为人与人、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要把全
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把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作为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一
环， 着力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
制机制，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 全方位全周期保障
人民健康。

习近平强调， 明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是中
国共产党诞生地。 要传承红色
基因、践行初心使命，不断提升
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确保改
革开放正确方向。广大党员、干
部要勇于担当、敢为先锋，奋力
创造新时代新奇迹。

李强主持大会。丁薛祥、刘
鹤、陈希、何立峰出席大会。

当天上午， 习近平等还参
观了“在国家战略的引领
下———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主
题展”，亲切会见了参加庆祝大
会的部分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
念。 ■ 据新华社

要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11月12日，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在上海市举行。这是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参观“在国家战略的
引领下———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主题展”。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