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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记者侯丽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2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并发表重
要讲话，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要求使节们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深入推进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

习近平首先代表党中央向使节们和辛勤工作在外交战线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支持下，外交工作攻坚克
难、砥砺奋进，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拓展全方位外交布局，主动参与全球
治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
贡献。5年来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普遍赞誉。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
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
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奋斗、发愤图
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
未有的光明前景。只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的
国家必将日益繁荣昌盛，必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必将日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坚定信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坚定不移改革开放，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勇开新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展现出日益光明的发展前景。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外交战线
全体同志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续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第一，永葆对党忠诚、为国奉献的赤子心。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国家、人民绝对忠诚，是
外交人员的根和魂。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外交方
针政策，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坚持外交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二，永葆开拓奋进、担当有为的事业心。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把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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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回国
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丁 林摄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记
者王慧慧）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28日在北京会见来华出
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
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
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及其率领的代
表团。

习近平积极评价中日执政党交
流机制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所发挥
的作用，赞赏两位干事长长期不懈

致力于推进中日执政党交流，为促
进两国务实合作和民间友好作出的
努力。希望双方加强党际交往，深
化沟通合作，为中日关系改善发展
发挥引领作用。

二阶俊博和井上义久衷心感
谢习近平拨冗会见，表示日本执
政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合
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会见后，习近平与参加中日执
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部分日方
代表合影留念。

杨洁篪参加上述活动。
由中国共产党和日本自民党、

公明党共同举办的中日执政党交流
机制第七次会议于12月25日至26
日在福建厦门、福州举行，会议通过
了《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
议共同倡议》。

习近平会见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的日方代表

今年金秋，记者来到下姜村时，
恰逢一场秋雨不期而至。

似乎约好了一般，一夜间，家家
门前的桂花争相绽放。浓浓的香味
在村舍里巷恣肆荡漾。雨后的青
山，青翠欲滴。掩映在绿树丛中的
一栋栋或三层、或四层的乳白色楼
房，也显得更加洁净端庄。

下姜村，隶属浙江省淳安县枫树岭
镇。在浙西，下姜村一直很有名。过去
出名，是因为“穷”——有这样一句民
谣：“土墙房、半年粮，有女不嫁下姜郎。”

现在的下姜村，依然有名：村名
前常被人们冠以“最美”“最富”这样
的形容词。

说起下姜的“翻身记”，村民们会
不约而同提到浙江原省委书记习近平
同志。2003年至2007年，习书记多
次来到下姜村实地考察，无数次担当
了下姜村脱贫致富的引路人……

（一）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
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
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
康，大的“肌体”才会充满生机与
活力。党的干部，一定要时时刻
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真心
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

凤林港涨了水，一湾清流欢快

地流淌。溪两岸的石板路，一尘不
染。每家房前的花圃里都盛开着五
颜六色的鲜花。

“上世纪 80 年代初，急于摆脱
贫困的村民，纷纷扛着斧头上山砍
树。40多座木炭窑同时开烧，整个
村庄烟雾缭绕。短短几年间，6000
多亩林子不见了，群山成了瘌痢头
……”随下姜村老支书姜银祥漫步
街巷，他口中的下姜村，昔日是另一
番模样：“街道是坑坑洼洼的泥巴
路，家家住着土坯房，院坝里养着
猪，污水到处流……”

“说起来脸红哦！我们当时就
在这种环境下迎来了习书记。”说起
往事，姜银祥至今仍觉得不好意思。

2003年4月24日上午，习近平
辗转来到下姜村——从淳安县城颠
簸了60多公里的“搓板路”，又坐了
半小时轮渡，再绕 100 多个盘山弯
道才到了村里。

顾不上休息，他立刻开始走访
调研。

调研结束，习书记召集村干部
到简陋的村委会办公室开会。姜银
祥拿出事先准备的材料准备汇报。
习近平和颜悦色地说：“不要用材
料。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想到哪
里就讲到哪里。我们是下来听真话
的。放开了讲。”

姜银祥一下子放松了，倒了半

天苦水。末了，还又提了个要求：
“习书记，有件小事不知该不该说？
想请省里帮我们建沼气。否则，山
就要砍光了……”

“这个提议好！对老百姓来说，
他们身边每一件生活小事，都是实实
在在的大事。正像人的身体一样，小
的‘细胞’健康，大的‘肌体’才会充满
生机与活力。”习近平请随行的同志记
下来，并叮嘱：“资金由省财政解决。”

几天之后，省农村能源办公室
便派专家入村进行指导。资金也很
快落实。

村民姜祖海在全村第一个用上
了沼气。

沼气建成后，习近平再一次来到
下姜村。这是个春雨天，远山雾气如
岚。习近平穿着雨鞋，兴致勃勃地听
姜祖海谈沼气使用情况。他说：“20
多年前我在陕北农村当支部书记时，
建起了陕西第一个沼气村。”他幽默
地补充：“要论建沼气，我也算得上是
半个专家。沼气建好了，还要维护
好、使用好。”他又布置了农户厨房改
造、太阳能利用等配套工作。

10 多年后的今天，记者走进姜
祖海的家里，当年建的沼气还用着
呢。姜祖海正在炖肉，灶底，蓝色的
火苗呼呼响。“这火劲足得很！”姜祖
海一脸的满足。屋里弥漫着肉香。

（下转第二版）

心 无 百 姓 莫 为 官
——习近平同志帮扶下姜村纪实

“今年冬天，蓝天明显比往年
多，家里净化器都用不上了。”北京
市民张先生有些感慨，“这种变化还
真让人喜出望外”。

和张先生一样，河北文安大地
木业总经理刘增军也为空气变好而
高兴，而他还有更高兴的事：经过环
保改造与技术升级，今年以来他们
企业所生产的胶合板一下子突破了
750 万张，相当于去年的 2 倍还多。
产品不仅销量好，而且利润高，此前
投入的 3000 多万元改造成本一年
就有望收回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决心之大、力度之
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经过锲而不
舍地努力，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

节能减排取得新成效，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驶入快车道。

改善环境，蓝天在增
多，河流在变清

摆脱“心肺之患”，加快改善生
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是人民群
众的迫切愿望，也是可持续发展的
内在要求。5 年来，调整产业结构，
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加大
节能力度和考核……声势浩大的治
污行动轰轰烈烈展开。

北京房山区吴店集中供热中心
厂房里，监控室大屏幕上闪烁的数
字显示，一切正常。经过 7 个月的
紧张施工，房山热力公司对其所辖
的5座燃煤集中供热锅炉房进行了
清洁能源改造，抢在取暖季前投入
运行。今年，我国北方很多地区告
别了长期烧煤取暖的历史。据统
计，仅京津冀区域 2+26 城市就有

319万户居民完成了煤改气。
在各地共同努力下，蓝天如约

而至，大气“颜值”提升。今年1月份
至 11 月份，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 PM10平均浓度比 2013 年同期
下降20.4%；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PM2.5 平 均 浓 度 分 别 下 降 38.2% 、
31.7%、25.6%。均大幅超过“大气十
条”的阶段考核目标。北京市近9个
月的 PM2.5平均浓度，有 8 个月为历
史同期最低。

治霾成效是我国环境改善的一
个缩影。伴随“大气十条”“水十条”

“土十条”三大治污攻坚行动的实
施，蓝天在增多，河流在变清，绿色
发展根基越扎越牢，中国大地更加
生机盎然。 （下转第二版）

人类作贡献作为重要使命。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树立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更宏大的战略抱负，胸怀祖国，
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要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不
断扩大我国的“朋友圈”。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
同各国的广泛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要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和多边事务，维护中国人民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
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中国人
民的故事，促进中外理解和友谊。

第三，永葆主动学习、自我革新的进取心。我国外交
工作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对外交
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外交人员既要政治过硬，又
要本领高强。要坚持不懈加强学习，认真学习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各方面知识，不断
提高科学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能力建设，为做好对外
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永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任心。外交大权
在党中央，党中央对外交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要落
实好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抓好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抓好思想政治工作。要严格遵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努
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纪律严的外交队伍。

习近平希望各位使节牢记党和人民重托，忠实履责，
奋发有为，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工
作谱写新的华彩乐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
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陪同
接见。

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杨洁篪出席
会议并发表讲话，要求深入学习并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开拓进取，奋力前行，展现新
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气象、新作为。外交部及中
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持续力：扎牢固紧绿色发展根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红艳

年 终 特 稿

前不久，由陕西未来能源化工
公司与美国空气产品公司共同投
资 777 亿元建设的榆林煤间接液
化一期后续项目正式落户榆林。
该项目一期二阶段 400 万吨煤（间
接制油）装置计划明年开工，全部
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超清洁
油品、塑料橡胶等多种煤化工循环

利用产业集群。
作为我国煤炭生产第二大市

和油气当量第一大市，近年来榆
林市跳出资源采掘依赖，采取引
进大集团，建设大园区、实施大创
新、实现大协同的发展策略，全面
加快绿色开采和清洁利用的能源
革命。集约化、规模化、高端化推
进资源清洁利用和深度转化，正
成为当地主导产业转换动能的新

“引擎”。
位于榆林市靖边能化工业园

区内的榆能化煤油气资源综合清
洁利用项目，以煤、渣油、天然气为
主要原料，主要产品为 60 万吨聚
乙烯和 60 万吨聚丙烯。项目负责
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该项目通过
资源优化配置、要素优化组合、工
艺集成创新的方式，开发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低碳合成甲醇专利
技术，有效弥补了煤制甲醇“碳多
氢少”和天然气制甲醇“氢多碳少”
的不足，达到碳与氢的最佳耦合利
用； （下转第三版）

陕西榆林市：

资源深转化 催生新动能
本报记者 雷 婷 张 毅

这一年，我们的发展质量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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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区市经济最亮点：为了人民的生活更美好10版

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增速有所提升

2017，他们照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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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奋力实现强军梦中国梦

——军地各级坚决拥护贯彻党中央关于
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

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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