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政党领导人，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同大家相聚，探讨

“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这一

重要命题。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

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

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

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

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

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

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

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

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

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

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

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

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

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

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

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有责任作出回答。在这里，我愿

谈几点看法。

——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

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

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

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

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

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

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

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

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

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

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

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

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

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

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

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

性。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

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

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

“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

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

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

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

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

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

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把国家

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

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尊重和支持

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

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

会现代化新图景。

——我们要树立守正创新

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

性。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

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政党

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冲破思

想观念束缚，破除体制机制弊

端，探索优化方法路径，不断实

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

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

大活力。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

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推进人类

社会现代化。

——我们要弘扬立己达人

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

性。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

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

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

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

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

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

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

更远。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

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

“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

护自身发展“特权”。

——我们要保持奋发有为

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

性。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干出来。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

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

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

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

化的前途命运。自胜者强。政

党要把自身建设和国家现代化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踔厉奋发，

勇毅笃行，超越自我，确保始终

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应对好

时代挑战、回答好时代命题、呼

应好人民期盼，为不断推进现代

化进程引领方向、凝聚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

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中国

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

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

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

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

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

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

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

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

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

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

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我们将坚

持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理论、正

确的道路不动摇，不走改旗易帜

的邪路。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

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

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

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

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

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

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

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发展繁

荣。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让开放的大

门越开越大。随着中国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将为

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

和中国创造，为世界提供更大规

模的中国市场和中国需求。我

们将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

中国家加快发展，实现工业化、

现代化，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

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

力量。我们愿同各国政党一道，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加快全球发展倡议落地，培

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

展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维护

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

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

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

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

道。我们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

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

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

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

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

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世界

不需要“新冷战”，打着民主旗号

挑动分裂对抗，本身就是对民主

精神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

穷。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

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

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

步。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

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

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

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

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

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

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

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

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

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

界文明百花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在各国前途命运紧

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

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

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

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

此，我愿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

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

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

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

越。

——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

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

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

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

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

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

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

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

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

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

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

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

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

明发展进步。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

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

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

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加强

政党交流合作，携手共行天下大

道。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

组织深化交往，不断扩大理念契

合点、利益汇合点，以建立新型

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

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

系。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

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开展治党

治国经验交流，携手同行现代化

之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征程难

免遭遇坎坷，但前途终归光明。

中国共产党愿同各方一道努力，

让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

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

流，在历史长河中滚滚向前、永

续发展！

谢谢大家！

据新华社电

02 要闻 2023年3月16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中心
组举行学习会，听取中国人民大
学原校长刘伟所作的“以高质量
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专题辅导报告。

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
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和实践要求，坚持以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加快推进上海现代化建
设，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者。

刘伟紧扣主题，结合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联系实
际，运用鲜活案例和详实数据，

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
中心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
临的战略机遇、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现
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
等方面作了深入讲解。

陈吉宁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党的重大理论创新。要深刻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现代
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新
的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要深

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高质量发
展的现代化，更好统筹质的有效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刻把
握中国式现代化是需要接续奋斗
的历史进程，保持战略定力，胸怀

“国之大者”，着眼“四个结合”，坚
持“四个放在”，加快把党中央擘
画的宏伟蓝图持之以恒细化为施
工图、高质量转化为实景画，努力
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上海的更大
贡献。

陈吉宁指出，高质量发展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上海作为经济中
心城市，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在高质
量发展上走在前列。以国家战

略任务为牵引，深化高水平改革
开放，用好浦东引领区、临港新
片区、进博会等战略平台，以上
海自贸试验区成立10周年和国
家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
契机，大力拓展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着力提
高开放型经济能级，大力吸引和
利用高质量外资，加快发展生产
性服务业及专业服务业，更好为
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撑。深
化深层次结构性改革，把扩大内
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
来，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转
变政府职能、促进公平竞争等方
面持续发力，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市委中心组举行学习会听取专题辅导报告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推进上海现代化建设
■发布厅

龚正会见
西门子能源总裁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
天会见了德国西门子能源股份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
蒂安·布鲁赫。

龚正说，能源是城市运行的
重要物质基础，我们正积极推动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布局未
来能源，加快构建与超大城市相
适应的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
的现代能源体系。上海作为能源
装备产业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
欢迎包括西门子能源在内的世界
知名企业积极参与、贡献力量。
上海将一如既往营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中
外企业在沪发展提供精准服务。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2023年3月15日，北京）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