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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主办的第二十九届万寿论坛在
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世
界大变局与习近平外交思想”，来自
20 个国家的近百名政党和智库代
表与中方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表示，
习近平外交思想回应了国际社会
关切，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外交思想
深刻思考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问
题，给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答案；深刻思考如何维护世界
持久和平的问题，给出了共同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答案；深刻思考如何
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问题，给出了
共建“一带一路”的答案；深刻思考
如何完善全球治理的问题，给出了
共商共建共享的答案；深刻思考国
家间相处之道的根本问题，给出了
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的答案。

中联部研究室主任栾建章表
示，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这种变化包括4个方面：一是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发展的速度之快前所未
有；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
未有；三是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形
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
四是各种制度模式、发展道路、国际
思潮的交流交锋前所未有。

“习近平外交思想充满中国智
慧，以整体性观念看待世界，提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新型
国际关系等重要理念，为中国如何
和世界进行良性互动、友好相处以
及世界如何正确看待中国、认识中
国指明了方向。在世界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习近平外交
思想推动着世界走向合作共赢而非
二元对立，引领世界朝着正确方向
发展。”栾建章说。

哥伦比亚自由党总书记安赫
尔·桑切斯表示，习近平外交思想对
全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习近平主席的带领下，中国致力
于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互惠共赢，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就是
最佳例证。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并不是要通过拉拢‘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小
圈子。相反，它推动世界各国建立
高水平、高质量的合作，使中国与世

界的关系更加密切，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改善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安赫尔·桑切斯说，“我期待习近平外交思想继续推动全球治理的改
善，缩小各个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塞舌尔联合塞舌尔党党鞭兼全国执委西蒙·吉尔说：“习近平外交
思想代表着先进的力量，中国一直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不仅致力于自己的发展，也关心人类的共同
命运。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合作倡议也推动了塞舌尔的发展，加强了
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应该继续加强
交流与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合理化，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保护主义，支持世界各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心主任鲍里斯·舒梅列
夫表示，当前，全球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不良趋向，比如逆全球化声
音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极端主义蔓延等，国际局势越发复杂。
此外，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各国内部的不平等问题也很突出，贫
富差距加大，威胁社会稳定。“在习近平主席的带领下，中国在消除贫
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展现出一种积极的
力量，给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带来了稳定和信心。中国的政策是造
福全人类的，俄罗斯支持中国的政策，在中国等国家的积极推动下，
全球化一定会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极端主义、保护主义终将失败。”
鲍里斯·舒梅列夫说。

埃及加利和平与知识基金会执行主任胡利表示，面对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极端主义等全球性挑战，热爱和平的国家应该加强在各个领域
的交流合作。各国应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加强贸易、投
资、金融、农业以及基础设施、自然资源、旅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增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消除或减缓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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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忠诚、热爱人民，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担当作为、敢于斗争，
清正廉洁、群众满意……6月2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92名“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和98个“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受到表彰。他们的事
迹充分体现了“为人民服务，永做人民公仆”的坚定信念和价值追求，
获得公务员奖励的最高荣誉实至名归。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
不渝的奋斗目标。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提供了根本保证。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
长霞、牛玉儒、杨善洲以及许许多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尽
管他们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担任的职务有所不同，但坚持执政为民
的本质是相同的，当好人民公仆的本色是相同的。他们将人民利益置
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展现了崇高的公仆情怀、为官准则和价值取向。
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向这些模范和典型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
正带着感情、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
一起，共同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向着更高远的目标阔步迈进。

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
需要一支优秀的公务员队伍。公务员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
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率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提
出“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言辞间
饱含着深厚朴素的为民情怀、一往无前的担当精神。践行这一要求，
就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畏、
言有所戒、行有所止；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夙夜在公，勤
勉工作，为人民幸福奋斗。

人民满意，就是最高荣誉。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
民，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
进，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人民满意就是最高荣誉
本报评论员

姚震 北京市石景山区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办公室主任

赵鑫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执
行一庭副庭长

穆建发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街
道办事处城市服务管理指挥分中心主任

刘永宗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党
委书记

高洋（女，回族） 北京市东城区
东四街道社区建设部科长

徐锦春（女）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
道街道党工委书记

宋庆柱 天津市北辰区司法局副
调研员、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

马永东 天津市蓟州区信访办公
室复查督查科科长

任震怀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人
民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招商办）主任

李志刚 天津市武清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人才流动开发科科长

范振喜（满族） 河北省滦平县人
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张百湾镇周
台子村党委书记

郑贵章 河北省广平县扶贫开发
办公室原主任

梁小辉 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
分局第四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汪自强 河北省秦皇岛市交通运
输局驻市行政审批局主任科员

张端树 河北省石家庄市工商业
联合会党组成员、秘书长，驻平山县下
槐镇南文都村第一书记

逯向明 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改
革发展局二级业务主办

周俊军 河北省滦州市茨榆坨镇
党委书记

王永茂 山西省监狱管理局规划
处副处长，阳泉第一监狱党委委员、副
监狱长（挂职）、副总工程师

巨彦军 山西省左权县羊角乡人
民政府原乡长

郭进卫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西
街街道党工委书记

徐宏杰 山西省信访局综合处主
任科员

闫俊力 山西省太原市城乡管理
行政执法局迎泽区分局局长

潘志荣 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
明安联合旗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
职委员

宝音德力格尔（蒙古族） 内蒙古
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公安局潮格镇派出
所教导员

潘昌赋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信
访局督查科科长

包高娃（女，蒙古族） 内蒙古自
治区扎赉特旗委办公室副主任、社区
党工委书记

李少莉（女）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主任科员

王志海（蒙古族） 辽宁省锦州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滨海新区交警大队大
队长

吴书香（女，锡伯族） 辽宁省沈
阳市苏家屯区委区人民政府信访局主
任科员，驻官立堡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李华瑞 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千
山公安分局汤岗子派出所教导员

姜鹏飞（蒙古族） 辽宁省审计厅
固定资产与涉外投资审计处处长

何经涛 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人
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

苏凤琴（女） 辽宁省丹东市人民
检察院公诉一科副科长

王雷（蒙古族） 吉林省前郭尔罗
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花镇党委书记

卜涛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副支队长

郭恩慧 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检
察院副检察长

韩冬梅（女，满族） 吉林省梅河
口市信访局副局长

赵静（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
安局南岗分局荣市街派出所教导员

尤明国（赫哲族） 黑龙江省同江
市八岔赫哲族乡人民政府科员，八岔

村党支部书记
冷菊贞（女）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质量技术监督稽查支队稽查专员，驻
饶河县西林子乡小南河村第一书记、
工作队队长

刘亚庆 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
院民三庭原庭长

高金保 黑龙江省绥化市农业农
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

徐敏（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注册许可分局三级高级主办

杨立娟（女）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政务服务处副处长

何建华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
北外滩街道办事处社区平安办公室主任

张琛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
支队支队长

张之崟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安全
生产执法监察处主任科员

钟佰均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
柘汪镇党委副书记、主任科员，西棘荡
村党委书记

吴艳山 江苏省徐州市审计局计
算机审计处主任科员

李树干 江苏省宝应县公安局氾
水派出所一级警长

王勇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公诉二处处长

罗功新 江苏省纪委监委第一纪
检监察室主任科员

王利华（女） 江苏省核与辐射安
全监督管理中心主任科员

陈淑芳（女） 浙江省象山县畜牧
兽医总站站长、副主任科员

马长林 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湖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龙溪派出所四
级高级警长

张新建 浙江省台州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副调研员，仙居县埠头镇振兴
村农村指导员、驻村第一书记

杨玉斌 浙江省嵊泗县花鸟乡党

委书记
邓朝平 浙江省遂昌县湖山乡人

民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徐志卫 浙江省淳安县信访局副

局长
张万党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刑侦一大队大队长
李朝阳 安徽省民委（宗教局）政

策法规处副处长，驻石台县七都镇河
口村第一书记

刘师衡 安徽省宿州市委政法委
副调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皮山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援疆）

杨善勇 安徽省东至县水利局党
组书记、局长

赵寒亚 安徽省五河县纪委常
委、监委委员

陈再高 安徽省安庆市种植业管
理局总农艺师

杨春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
分局原副局长

杨晓（女） 福建省福州市园林中
心党委书记、主任

方旭明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委
台港澳办公室主任科员

方秋轩（女） 福建省明溪县司法
局城关司法所所长

谢超群 福建省莆田市湄洲湾北
岸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邹秋文 江西省九江市水利局水
资源科科长

范小敏 江西省萍乡市委组织部
党总支专职副书记，驻芦溪县银河镇
紫溪村第一书记

姚石玉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
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区委信访局局长

胡仁平 江西省新余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支队长

刘新（女） 江西省井冈山市扶贫
办公室主任

张保国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
警支队作训处副调研员

许步忠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义
堂镇原党委书记

（下转第四版）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表彰第九届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的决定

（2019年6月25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广
大公务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攻坚战，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
工作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建
功立业、造福人民，涌现出一大批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

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崭新面貌迎接
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
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公务员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

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决定，授予徐敏等 192 名
同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授予中关村管委会创业服务处等 98
个单位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称号。受表彰个人享受省部级表彰奖
励获得者待遇。

这次受表彰的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是公务员队伍的优秀代表。他们坚定
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
为，在本职岗位上作出了突出业绩，展
现了公仆本色，赢得了人民信赖。广
大公务员和各级公务员集体要向受表
彰的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学习，像他们那
样，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信念
坚定、对党忠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真心对群
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坚决贯彻党
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勇于担当、敢于斗争，以
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功成不必在我、功
成必定有我；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
一行，在实践中砥砺品质、增长才干；
依法用权、怀德自重，永葆清正廉洁的
政治本色；持之以恒改作风、树新风，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希望受表
彰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珍惜荣誉，
谦虚谨慎，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
和人民再立新功。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
艰巨。各级党委组织、宣传部门要把
深入开展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活动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
起来，与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大力宣传全国“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先进事迹，激励引导广大公务员
见贤思齐、比学赶超，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
想信念坚守初心，以真挚的人民情怀
滋养初心，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
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埋头苦干、真
抓实干，知重负重、攻坚克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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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名单
（192名）

中关村管委会创业服务处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党工委
天津市和平区民政局
天津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

政务服务协调处
河北省威县行政审批局
河北省涉县交通运输局
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二审查调查室
山西省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右玉分局
山西省晋中市教育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林业和

草原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公安局松山

区分局向阳派出所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大杨

树镇人民政府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得胜街道办

事处
辽宁省抚顺市公安局望花分局雷

锋派出所
辽宁省大连金普新区公共行政服

务中心
吉林省白城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
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抚顺街

道办事处
黑龙江省东宁市人民检察院
黑龙江省纪委监委信访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临汾路街

道办事处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

产业处
上海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办公室网络管理处
江苏省无锡市锡东环保能源有限

公司（锡东垃圾发电厂）复工联合工作组
江苏省宿迁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江苏省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江苏省兴化市农业农村局
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
浙江省衢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

室（衢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
浙江省义乌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办公室
安徽省天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安徽省淮北市妇女联合会
安徽省合肥市高铁南站地区综合

管理办公室
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
福建省福州市行政（市民）服务中

心管委会
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江西省赣州市扶贫办公室
江西省遂川县民政局
山东省新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督查室

（热线办）热线二处
山东省纪委监委案件组织协调处

（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
山东省滨州市民政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南关街道办

事处
河南省驻马店市残疾人联合会
河南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工作处
河南省财政厅机关党委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工

人村街道办事处
湖北省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

办公室

湖南省韶山市公安局韶山冲派出所
湖南省宁远县委组织部
湖南省桃江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支队二大队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检察院
广东省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商务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扶贫开发

办公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东兴口岸

签证处
海南省三沙市七连屿党工委、管

委会
重庆市城口县岚天乡人民政府
重庆市第八批援助昌都项目建设

管理指挥部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农业农村局
四川省自贡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
四川省巴中市残疾人联合会
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心

连心工作管理科
贵州省册亨县巧马镇党委
贵州省德江县纪委监委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云南省德钦县公安局羊拉派出所
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云南省师宗县彩云镇人民政府
西藏自治区安多县公安局交通管

理中心
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劳动监察局

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红旗街街道
党委

陕西省神木市看守所
陕西省安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镇人

民政府
甘肃省民乐县教育局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黄河源园

区管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民政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人民检

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

依巴克区平顶山片区管委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

克市城区公安局旗杆桥派出所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

中心研究室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事局干

部一处
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二处
中国驻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区域

政策与区域合作处
财政部税政司综合处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

防御局调度处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自贸区域

建设一处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金融体

制改革和金融安全处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龙泉驿区税

务局
国家邮政局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邮政管理局
国家文物局督察司安全监管处

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名单
（98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