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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5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
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
讲，指出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
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亚洲人民期待
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
洲。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夯实共建亚洲命运
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习
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
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未来之中
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

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
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和外方领

导人共同步入会场。在热烈的掌声中，习
近平走上主席台，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
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
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应对共同挑战、迈向
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
化文明力量。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
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
鉴、相互启迪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习近平指出，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居
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数
千年发展历程中，亚洲人民创造了辉煌的
文明成果。亚洲文明也在自身内部及同世
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璀璨的亚
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
彩的篇章，人类文明因亚洲而更加绚烂多
姿。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在先辈们铸就
的光辉成就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
交流互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习近平强调，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
文相亲，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梦
想追求。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把握大势、顺
应潮流，努力把亚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变成现实。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
的亚洲，希望各国互尊互信、和睦相处，广
泛开展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
动，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希望
各国合力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经济全球化，共同消除一些国家民众
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共同为孩子们创造
衣食无忧的生活。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开放
融通的亚洲，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
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

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
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
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人
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
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应该
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
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一
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
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

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
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交流
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交流互
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
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
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我们应该以海纳百
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
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
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我们
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
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
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下转02版

本报讯（记者 郭锦润 夏升权）5月15
日，市委书记陈旭东到火炬开发区，调研
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次经济普查开展等
工作。市领导杨文龙、李长春参加调研。

陈旭东来到中山旭贵明电子有限公
司、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考
察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和进出口贸
易等发展成效，了解异地务工人员权益
保障等情况，听取企业在推动高质量发
展方面存在的问题。

陈旭东指出，火炬区是中山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
战场，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率先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一要主动对接广深港澳科
技创新走廊，承接高端溢出资源，发挥企
业创新主体作用，打造中山协同推进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二要
做好存量变革和增量崛起两篇文章，旗
帜鲜明支持实体经济蓬勃发展、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立以战略性新
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三要关

心企业冷暖，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整合
专业力量研究破解共性问题，为企业提
供精准化靶向化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打
造“放管服”改革升级版。四要实施更加
积极的人才政策，坚持产业适用导向引
进和培育人才，大力开展技术攻关、成果
转化、柔性引才等人才领域合作，推动产
业发展迈向专精特新。

陈旭东随后来到火炬区经济普查办
公室，调研“四经普”工作开展情况。他强
调，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党和国家部

署安排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对全
面摸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准确把
握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科学指导
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市
各部门各镇区要立足全局、精心组织、通
力协作、攻坚克难，优质高效完成普查任
务。要配好配强普查力量，加强统筹协调
和宣传引导，做到不多统、不少统、不漏
统，确保应统尽统。要注重边普查、边分
析、边反馈，充分运用统计成果，提高普
查工作效益。

本报讯（记者 隋胜伟 文波）5月15
日，市长危伟汉到市人社局调研。危伟汉
强调，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
机遇，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

“平时工作量大不大？群众反映最集
中的是哪些问题？”在市政府第二办公区
一楼的劳动人事仲裁窗口，危伟汉与工
作人员亲切交流，了解劳动仲裁和法律
援助等业务开展情况，并现场查看社保

自助服务终端的操作流程。随后，他来到
二楼的综合服务大厅，了解窗口运行情
况，要求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水平。在当
天召开的座谈会上，危伟汉听取了市人
社局关于就业、人才引进、社会保障等方
面工作情况的汇报。

危伟汉强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的国家战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

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当前，市委、
市政府正在围绕城市发展定位、社会资
源统筹、行政管理效率提升、产业平台建
设、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方面进行深入
研究。要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努力抓住
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历史机遇，提高城
市发展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
撑。

危伟汉要求，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
创新，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要建立适宜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人才机制，确保人
才政策取得实效，提升人才保障的空间。
要加强龙头企业的引进，优化人才结构，
塑造企业家精神，从股权架构、管理思
维、市场商业模式等方面，推动传统产业
脱胎换骨、升级改造。市人社局要狠抓班
子建设，提升队伍管理，积极作为，加大
社会保障的力度，创新服务方式，努力营
造朝气蓬勃、干事创业的新气象。

市政府秘书长李俊陪同调研。

危伟汉到市人社局调研时强调

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本报讯（记者 郭锦润 夏升权）5
月15日，市委书记陈旭东到火炬开发
区，调研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工作。市领导杨文龙、郑泽晖、李长春
参加调研。

陈旭东来到火炬开发区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考察听取该区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开展及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情
况。火炬区建设了规模适当、功能齐全
的区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下设 7个
社区服务站，主要负责落实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权益保障、数据
信息采集等政策措施，搭建政策咨询、
沟通联系、学习交流等活动场所。目
前，该区退役军人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正有条不紊开展。

陈旭东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
家的宝贵财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力量。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提高
政治站位，增强服务理念，树立法治思
维，强化责任担当，不断提升退役军人
工作的质量和成效。要统筹各方力量，
加强部门协作，加快构建党委统一领
导、政府统筹协调、主管部门牵头、其
他职能部门相互配合的“一盘棋”工作
格局。要以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五
连冠为契机，全面落实拥军优属各项
工作，健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让
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更好分
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把做好退役军人
工作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
结合起来，讲好退役军人故事，引导广
大退役军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
时代改革发展中建功立业。

陈旭东调研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
设工作，强调

引导退役军人在新时代建功立业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呼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共同创造

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陈旭东到火炬开发区调研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强调

关心企业冷暖 贴身贴心服务

我市划定59个生态功能区
详列现存问题并拟定保护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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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发 开幕式前，中外领导人同出席开幕式的重要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夫人彭丽媛 15日晚在北京国家体育场
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
人夫妇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王沪宁出席。
孟夏的北京，惠风和畅，万物并秀。

夜幕下，国家体育场“鸟巢”灯光绚烂，
青春涌动。

19时59分，在雄壮的《命运共同体》
乐曲声中，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柬埔寨国
王西哈莫尼、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
新加坡总统哈莉玛、斯里兰卡总统西里
塞纳、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等外方领
导人及配偶共同走上主席台。

宛若银河的灯光点阵在空中呈现
倒计时数字，现场观众齐声呼喊：10、9、
8、7、6、5、4、3、2、1！一场以“青春嘉年
华，共圆亚洲梦”为主题的文化盛宴拉
开大幕。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致
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
迎各国嘉宾和艺术家们。习近平指出，
亚洲各国都有古老灿烂的文化，既独树
一帜、各领风骚，又和谐共生、交相辉
映。亚洲文明的多样性赋予了亚洲文化
更为丰富的色彩、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今晚，艺术将跨越民族、穿透心灵、沟通
思想，向世界展现一个光彩动人的亚

洲、活力澎湃的亚洲、和平进步的亚洲。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自古就推崇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亲望亲好，邻
望邻好”。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亚洲各国
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在世界前进的步
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携手共创亚洲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宣布：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正式开始！

恢弘的音乐响彻夜空，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巨型徽标出现在大屏幕上，象征
着亚洲文明交流对话的六瓣牡丹绽放
开来。

》》》下转02版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
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