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前进，开启上合发展新征程
——
— 习近平主席主持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并举行系列活动纪实
凭阑观潮起，逐浪扬风帆。
6月9日至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
青岛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欢迎晚宴、小范围会谈、大范
围会谈、双边会见、三方会晤……短短两天
时 间 ，2 0 余 场 正 式 活 动 ， 峰 会 达 成 广 泛 共
识、取得丰硕成果，引领上海合作组织迈上
新起点。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
席立足欧亚、放眼全球，同与会各方论“上
海精神”、提中国方案、谋地区合作、绘发
展蓝图，尽显世界级领导人的自信从容与责
任担当。
黄海之滨，浮山湾畔。风景秀丽的“帆
船之都”，奔涌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澎
湃力量。

海纳百川，见证开放包容的
大国襟怀
一年前，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中国
接棒轮值主席国。青岛峰会筹备期间，习近
平主席亲笔签署的一份份邀请信函，送达成
员国、观察员国领导人手中。
应约而至，风云际会。
6 月8 日至9 日下午，一架架飞机降落在
青岛流亭国际机场。上合组织领导人齐聚黄
海之滨，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9 日晚，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巨幅工
笔画《花开盛世》赏心悦目。
习近平主席微笑同远道而来的各国贵宾
一一握手寒暄，表达东道主的真诚与热情。
这是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
主持上合组织峰会。阔别6 年，上合组织再
次回到诞生地，国际社会热切期待，进入新
时代的中国为上合组织注入新动力。
齐鲁大地、孔孟之乡，人文气息扑面而
来。
“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
这种‘和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
通之处。”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致祝酒
辞，道出中国理念和“上海精神”的内在联
系。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
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组
织发展的灵魂和根基；和而不同、世界大
同，是“和合”思想的时代思辨，是中国理
念同“上海精神”的琴瑟和鸣。
这是一次展示理念的生动实践——
—
6日下午5时许，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新改革的国事访问欢迎仪式首次启
用，习近平主席热情欢迎首位抵达中国的上
合组织外方领导人——
—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
恩别科夫。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
美，谓之华。”外交礼宾细节之变，折射出
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东方大国，从容自
信的心态、沉稳大气的仪态、诚挚友好的姿
态。

□新华社发
图为6月9日晚举行的《有朋自远方来》灯光焰火艺术表演。
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会场内的亭台楼
阁元素、地方特色的节目表演……上合组织
青岛峰会一个个细节凸显中国传统底蕴。
这是一次新的“大家庭”聚会——
—
作为上合组织接收印度、巴基斯坦为成
员国，实现组织扩员后首次举行的元首理事
会会议，青岛峰会承载着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特殊意义。
“这是巴基斯坦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
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所以会议具有新的意
义。”9 日下午，国际会议中心安仁厅，习
近平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强调了
这次峰会特别之处。
一个多月前，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
迪刚刚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再次见面，
两人十分高兴。习近平主席对印方首次作为
上合组织成员国与会表示欢迎。
“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我们要发扬优良传统，积极应对内外
挑战，全面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上海合作
组织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主持小范围
会谈时的讲话，提出中国倡议，赋予“上海
精神”新的时代内涵。现场嘉宾频频颔首，
表示赞同。
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发展历程——
—
由中国参与创建、以中国城市命名、秘

书处设在中国境内……作为创始成员国之
一，中国对上合组织成长一路倾力而为，把
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之一。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俄罗斯乌法、乌兹别克斯坦塔什
干、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5 年来，习近
平主席出席历次峰会，为丰富发展“上海
精神”贡献中国智慧，注入源源不断的思
想动力。
今天，辽阔丰沃的齐鲁大地，见证中国
同上合组织相融相生的历史际会；开放包容
的中华民族，再次谱写与世界携手前行的时
代篇章。
9 日的夜色中，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宴会
厅在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犹如海浪中的
风帆，蓄势待发。浮山湾防波堤向大海深处
延伸，远端的白色灯塔为过往船只指引航
向。
宴会厅内，灯火通明，各方嘉宾静静聆
听。
“青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许
多船只从这里扬帆起航、追逐梦想。明天，
我们将在这里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首
次峰会，全面规划本组织未来发展蓝图。”
习近平主席的话道出了选择青岛为峰会举办
地的深意。

砥柱中流，镌刻合作发展的
大国担当
巍峨泰山，旭日喷薄而出，霞光照耀大
河山川。国际会议中心迎宾厅正面，一幅题
为《国泰民安》的国画气势磅礴。
10 日上午9 时许，印度总理莫迪、乌兹
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
统拉赫蒙、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吉尔吉斯
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
尔巴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抵达。
习近平主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亲
切握手，并邀请大家合影。这张新的“全家
福”，定格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瞬
间。
走过17年不平凡发展历程，上合组织开
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未来前景光明但道路并不平
坦。
“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团结协
作”；“推进安全合作，携手应对挑战”；
“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发挥
积极影响，展现国际担当”……国际会议中
心黄河厅，习近平主席在小范围会谈发表讲
话，为上合组织发展明确路径。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1 0 日 上 午1 1 时 许 ，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泰 山
厅，习近平主席主持大范围会谈。成员国领
导人、常设机构负责人、观察员国领导人及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围坐一起，共同
描绘合作发展的新蓝图。
——
— 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观；
——
—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
——
— 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
作观；
——
— 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
明观；
——
—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习近平主席登高望远，把握时代潮流，
提出中国方案。
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
贸合作示范区、在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
内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未来3
年为各成员国提供3000个人力资源开发培训
名额、利用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提供气
象服务……
一项项实实在在的举措，展现中国推动
建设共同家园的真诚态度。
10日下午1时25分许，习近平主席敲下木
槌，宣布峰会结束。
此时，国际会议中心二楼大厅里，早已
坐满中外媒体记者。
习近平主席同上合组织其他各成员国领
导人一道步入，在主席台就座。
共同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理事会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批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
条 约 》 未 来5 年 实 施 纲 要 ， 见 证 经 贸 、 海
关、旅游等领域合作文件签署……一份份
沉甸甸的成果文件，体现各方凝聚的最新
共识。
外界评价，上合组织从此进入一个历史
新阶段。
“我坚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上海合
作组织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面对各国
媒体，习近平主席对上合组织的未来之路信
心满怀，铿锵有力的话语通过电视直播信号
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

大道之行，彰显天下为公的
大国信念
9日的青岛夜空，云开雾散，璀璨焰
火，当空绽放。
习近平主席为各方贵宾准备的灯光焰火
艺术表演，处处体现东道主的独到用心。
《天涯明月》《齐风鲁韵》《国泰民安》
《筑梦未来》《命运共同体》，5 个篇章一
气呵成，传递出中国同上合组织和世界各国
和衷共济、携手并进的坚定决心。
“继续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发展安全、能
源、农业等领域合作，
（下转A2版）

在峰会凯歌中再出发
□

本报评论员

全球瞩目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在圆满
和精彩中落下帷幕。各国元首畅叙友谊、共
商合作，八方来宾岛城漫步、融洽交流，奥
帆中心彩旗猎猎，浮山湾畔流光溢彩……一
幕幕精彩华章，悄然汇入历史画卷。
相聚美好而短暂，留下的财富却极为宝
贵，影响深远。短短两天的青岛峰会，为上
合组织互信互利、共同发展的主旋律增添了
合作共赢的崭新乐章，其间达成的共识，彰
显的精神，凝结的友谊，值得我们永远珍
视。
这是上合组织发展的里程碑。同以往的
上合会议相比，青岛峰会可谓规模最大、级
别最高，成果最多，在上合组织发展史上留
下了光辉一页。峰会践行“上海精神”，制
定了共筑安全的新举措，注入了共谋发展的
新动力，绘制了共建家园的新蓝图。《青岛
宣言》等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发扬上合组织
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进一步确立了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一共同理念，深化了新老成员国
的政治互信，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
合作交流，为上合组织开启了新的发展征
程，让“上海精神”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
芒。

这是大国外交的壮美篇章。青岛峰会，
铸就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又一经典之作。
习近平主席发表了数篇重要讲话，就上合组
织成立17年来的发展历程和有益经验进行了
全面总结，并为上合组织今后的发展作出了
系统规划，明确了总体方向。峰会批准的一
系列合作文件，融入了中国智慧、中国精
神、中国方案，全世界通过青岛峰会，充分
感受到了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汲取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开创合作发展新局面的强大正能量。
这是山东发展史上的新界标。如诗如画
的岛城初夏，热情好客的山东人民，厚重博
大的齐鲁文化，优质周到的会务服务，给各
国来宾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场峰会，淬炼一
座城市，锻炼一方人民，提振一个大省。经
过上合峰会，青岛乃至山东的国际化水平和
世界影响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讲礼仪、守秩
序的文明风尚更广泛地传播到山东的大街小
巷，为国家大事出一份力的责任和激情，更
是渗入到全省人民的血液中。这些品质、能
力和精神，为青岛、为山东的发展立起了一座
新的坐标，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所处
的方位，更加明确地判断发展进步的方向。
峰会奏响的凯歌，就是远征的号角。当
前，山东正处在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关键

时期，实现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在新时代
开创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既拥有许多有
利条件，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青岛峰
会，将山东推到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在
山东发展的关键阶段，对全省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来了一次大促进、大推动，对全省广
大干部群众的精气神来了一次大提振、大激
扬。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我们一
定要紧紧抓住青岛峰会给山东带来的历史机
遇，乘着峰会成功举办的东风，以更加坚定
的信心，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充足的干
劲，推动山东在国际化的新起点上再出发，
以更大的魄力和胸怀拥抱世界、走在前列，
开启现代化征程的新篇章。
在峰会的凯歌声中再出发，要带头践行
峰会共识，推动山东对外开放再上新水平。
青岛峰会在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达成了
一系列共识，形成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作为
“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以及青岛峰会的东
道主，带头践行峰会共识，用足用好峰会成
果，山东责无旁贷。应当看到，峰会提出要
在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能源、农业、教
育、科技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推动贸易和
投资便利化，并作出了一系列制度性安排，
这里面蕴藏着山东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塑造
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的重大机遇。我们一

定要进一步增强以开放推动改革、引领发展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发挥好山东在港
口、产业、区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谋划
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思路举措，全方
位、全产业链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
来，全力推动山东开放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
阶。
在峰会的凯歌声中再出发，要全面总结
筹办经验，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服务保障青岛峰会，我们收获了弥足
珍贵的经验。筹办过程中，全省上下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一切服从国家大局，把中
央和省委的要求一项一项落实为担当作为的
具体行动。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大力发挥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认真做好每一处场地、每一个环节、每
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的工作，精益求精、
事必尽善，同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使
筹办峰会的过程成为更好地改善群众生活、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过程，不断增强广大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好经验、好做法坚持
下去，并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不断放大峰
会带来的积极效应，使全省各项工作都像服
务保障峰会那样扎扎实实、有声有色，富有

成效。
在峰会的凯歌声中再出发，要大力弘扬
万众一心干大事的精气神，激发起走在前列
的强大精神力量。峰会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方方面面，这其中最值得我们珍惜、最值得
我们继承弘扬的，无疑是广大干部群众那股
子万众一心干大事、谋大事、成大事的心劲
儿，那股子上下同欲、敢于担当、苦干实干
的精气神。客观来讲，山东举办如此高规格
世界性盛会的经验并不丰富，但全省上下站
在讲政治的高度，以国家至上、人民至上的
责任担当，以顾全大局、服务大局的精神境
界，以雷厉风行、夙兴夜寐的实干作风，勇
往直前、干在实处，出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
我们的任务，向全世界交出了一流答卷。展
望新的征程，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硬
仗要打，还有很多难关要过，加快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海
洋强省等等，哪一项工作都不可能轻轻松松
地完成。把峰会筹办过程中展现的精神、锤
炼的作风、扬起的斗志，全面融入到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凝聚起攻坚克难、走
在前列的磅礴力量，一如既往地苦干、实
干、拼命干，我们一定能够不负党中央和全
省人民的重托，开创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更加
灿烂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