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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7 日电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 27 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总理默克尔邀
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7 月 3 日至 6 日对上

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默克尔邀请，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 7 月 7 日至 8 日在德国
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习近平将对俄罗斯 、德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新华社北京 6
月 27 日电为帮助
基层官兵全面系统
学习习近平主席国
防和军队建设重要
论述，更好地夯实
忠诚核心、拥戴核
心、维护核心的思
想政治根基，更好
地武装头脑、加强
修养、指导工作，经
中央军委批准，军
委政治工作部组织
编印《习近平论强
军兴军》(基层官兵
使用)，日前由解放
军出版社出版，并
印发全军。

全书紧贴基层
官兵实际，从习主
席 2012 年 11 月至
2017年 4月期间的
部分重要文稿中选
取摘编，集中体现
了习主席强军兴军
的一系列重大战略
思想、重大理论观
点、重大决策部署。
认真学好用好《习
近平论强军兴军》
(基层官兵使用)，
对于深入学习党的
十八大以来国防和
军队建设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进一
步凝聚强军兴军的
意志力量，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认真抓
好《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基层官兵使用)学习使用。强
调基层官兵是部队建设的主体，抓好基层习主席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是立根固本的基础工程、
战略工程。要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进一步强化抓好
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和政治责任，切实在掌握体系、
改造学风、维护核心、引领发展上下功夫见成效。要以

《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基层官兵使用)印发为契机，着
力推进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普及，切实用党
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掌握官兵，推动强军目标在基层
落地生根。要把《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基层官兵使用)
作为基层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教材，组织
原原本本学习，采取领导干部授课辅导、基层理论骨
干领学导学等方法，帮助官兵深化认识理解、掌握精
髓要义。要用好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活动和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等重要抓手，
把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任务
和核心内容贯穿始终，广泛开展“学强军思想、讲强军
故事、干强军事业”群众性主题实践活动，持续兴起学
习贯彻热潮，进一步凝聚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
流军队的强大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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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赵丹平、陈键兴、颜昊

时间是一把尺子，丈量着走过的道路。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

使主权，开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新时代，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伟大先例。

道路是一册书籍，记录着奋进的足迹。
一路走来，共和国的特区与祖国同舟共济，

在追逐梦想的征途上风雨兼程，创造了耀眼的
“香港奇迹”，在“一国两制”的探索中刻下了深
深的“香港印迹”，为世界奉献了寓意深刻的“香
港故事”。

这是极不平凡的 20 年，这是令人骄傲的 20
年。

邓小平同志曾饱含深情地说：“等香港回归
祖国后，我很想到那里走一走、站一站，哪怕是
坐着轮椅也要到祖国的这片土地上看一看。”

回归祖国 20 年了，小平同志生前时刻牵挂
的香港，风采浪漫依然。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

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

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

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 邓小平

2017 年 4 月的一天。香港晴空丽日，暖风
习习，维多利亚港湾波平浪静，两岸摩天大楼林
立。会展中心新翼如海鸟展翅欲飞，广场上中央
政府赠送特区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

时钟回拨。1997 年 7 月 1 日零时零分，香
港会展中心。雄壮的国歌奏响、鲜艳的国旗升
起，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创举就此载入史册。

回想起那一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时任
香港临时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感触良多：“我
们香港是国家的特区了，我们是堂堂正正居住
在香港的中国人，可以‘港人治港’了！”

上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并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

问题，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
民族的责任担当与改写历史的非凡气魄。

“‘一国两制’构想提出来时，并不被世人
看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全世界未曾
有哪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实践。”香港“一国两
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说，那时很多人不相
信，香港可以在包括税制、法制、财政、入境、
教育等方面拥有高度自治权。

（下转 2 版）

与祖国同舟共济 为梦想风雨兼程
庆祝香港回归 20 周年

这这是是香香港港维维多多利利亚亚港港两两岸岸景景
色色（（22001177 年年 66 月月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吕吕小小炜炜摄摄

新华社记者陈先发、杨丁淼、张紫赟

余庄村年初举行“分红大会”的场景，55 岁
的张同义历历在目，“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好多
年村里都没这么热闹过了”。最令他意外的是，
“小红本”竟然真的能领钱，很多村民像他一样，
翻箱倒柜才从家里找出来。

张同义口中的“小红本”实际是“天长市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书”，上面清晰地记录着
他的家庭股份数。凭着这个“小红本”，这个五口
之家每人能得到 100 元的分红。

余庄村所在的天长市是安徽滁州下辖的县

级市，这里距离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
的凤阳县小岗村不过百余里。

39 年前，中国改革尚未拉开帷幕，18 户小
岗村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冒死按下了“大
包干”的红手印。

18 个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并
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打破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
力。作为“改革原点”，小岗开启了中国历史的
一页。

从“大包干”到农村税费改革，再到农村综
合改革，安徽始终站在农村改革的潮头。

39 年后，与小岗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正是天长市余庄村。中国农业部专家对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高度评
价：“三十年前看小岗，分田到户；三十年后看
天长，分红到人”。

过去数十年，观望安徽农村生产方式变
化：由“合”到“分”，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
求；而随着土地流转的不断推进，由“分”到
“合”，亦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去年 4 月，余庄村村民华宏林领到了安
徽省编号为 001 的股权证书。农村资源、资产
再次由“合”到“分”，是生产要素分配的重大

变革，适应着当下农村生产力的变革。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正是天长股改带来的新气象。通过创设“农权
贷”融资产品，天长市允许农民用集体资产股
权作抵押，最高可获得股权价值 8 倍的贷款，
目前已发放 32 笔 216 . 5 万元。

村民于怀同就以村集体资产股权证书和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抵押，获得了村镇银
行的 15 万元贷款，这也是安徽首笔农村集体
资产股权抵押贷款。有了这笔钱，于怀同打算
扩大生产经营投入，在养殖业上大展拳脚。

（下转 4 版）

从“分田到户”到“分红到人”
安徽农村在不断改革中迸发活力

李克强出席 2017 年夏季达沃斯

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新华社昆明 6 月 27 日电(记者李自良、杨静、字

强)云南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在脱贫攻坚的决战
决胜中，云南突出以党的基层组织为引领推进脱贫攻
坚，充实“关键力量”，提升服务能力，实现了基层党建
与脱贫攻坚的同步“双推进”。

“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已成‘云南特色’。”云南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小三说，脱贫攻坚工作凝聚了
共产党人攻坚克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

截至 2016 年底，云南省贫困人口已从 2012 年底
的 804 万下降到 363 万，年均减少贫困人口 110 万，走
出了一条“断穷根、奔富路、稳得住”的扶贫道路。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

作为一位从校门到机关门的 80 后正处级干部，一
年多前，杨蜀军刚到贫困县任县委副书记、扶贫工作总
队长时，多多少少有点懵：到底该怎么做？

但顺着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这条主线，杨蜀军渐
渐找到了感觉：建设好贫困村党支部；组织有能力的党员
帮扶贫困户；选好管好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和第一书记。

改变从党支部的“焕然一新”开始。
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先锋镇打磨箐村一直

是深度贫困村，地处高寒地区，远离县城，山高坡陡，群
众生计十分艰难。

在新选配的村党支部带领下，打磨箐村家家户户
发展起了“蚂蚱”养殖产业，农户收入大幅增长。

打磨箐村是云南省贫困乡村加强党组织建设后脱
贫致富的缩影。

“贫困和软弱涣散往往是相伴相生的，软弱涣散是
贫困的重要原因。”云南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云
南省专门部署了加强贫困地区基层党建这一“责任工
程”，整体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建立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性“任务清单”已成为当
地特色。聚焦党章党规要求，云南对全省贫困村的党支
部进行了整体梳理，按照班子、制度、选优配强领导班
子成为“关键一招”。制定《关于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
识别干部的意见》，激励各级干部到脱贫攻坚主战场建
功立业。在 2016 年乡镇党委换届中，选配了 2609 名党
员致富带头人任贫困村党组织书记。 （下转 7 版）

以初心凝聚

磅 礴 力 量
云南在脱贫攻坚中推进党建记略

■新媒接入

关于香港发展

习近平这样说

 6 月 27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大连
国际会议中心出席 2017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
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新华社记者庞兴雷摄

新华社大连 6 月 27 日电(记者闫平、侯丽
军、何雨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6 月 27 日上午
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出席 2017 年夏季达沃斯
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李克强表示，新一轮工业革命在经济全球
化背景下孕育兴起，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
劲动力，也带来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有利于实
现包容性增长，增强社会公平性和发展普惠性。
今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表主旨演讲，深刻阐述了中国坚定支持经济
全球化、维护自由贸易的主张，赢得国际社会广
泛认同。本次论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
容性增长”的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李克强指出，当今时代，推动包容性增长，
必须维护经济全球化，更好适应并加以引导，维
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促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同时改革和完善国际经贸规则，
保障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

等、规则平等。各方要健全讲求效率、注重公
平的制度安排，打造平衡普惠的增长模式，提
供人人平等参与的机会，努力让所有人分享
发展带来的好处。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立足
于共商共建共享，是一个包容发展的大平台，
有利于各方在互利合作中实现联动发展、共
赢发展。

李克强强调，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
实践者。我们坚持把就业置于发展优先位
置。过去几年，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超过
1300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 5% 左
右，在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对多项发展指标
的综合评估中，将中国的就业表现列为世界
第一。（下转 3 版）

■新媒接入

香港廿年：

画说“九七宝宝”成长记

请扫描二维

码，看“九七宝宝”阿华

二十年的成长故事。

■新媒链接

请扫描二维
码，从空中俯瞰香港令
人震撼的美。

俯瞰香港

全景之旅

多年来，习近平一
直高度关注香港发展，
始终为香港的前景和未
来精心谋划。请扫描二
维码，重温习近平对香
港的关切。

要 闻 播 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国家情报法、关于
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
等，决定任命李干杰为环境
保护部部长、王蒙徽为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习近平
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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