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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下
午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昆明举行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讲话全
文见第二版）

习近平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
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昆明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为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
标、明确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我们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
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我们要加快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
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发
展蒙上阴影。面对恢复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我们
要加强团结、共克时艰，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更多更公平
惠及各国人民，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

习近平强调，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

的时代。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行，开启
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第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
系。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
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效益。加强绿色国际合作，
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
心系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保护环境、发展经
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等多面共赢，增强各国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
体系。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
则。设立新的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顾雄心和务实平衡，
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

习近平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 15亿元人民币，成立
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
事业。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习近平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
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为推动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
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
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
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
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习近平最后强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
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
于10月12日在昆明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法国总统马克龙、哥斯达黎加总统阿
尔瓦拉多、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布亚新几内
亚总理马拉佩、英国王储查尔斯等以视频方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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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正义。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
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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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一种全过程
的民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推动人民
民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全过
程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焕
发勃勃生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筑牢坚实民主基石。

高举旗帜定方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指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
展方向，擘画新时代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蓝图

一头连着虹桥街道，一头通向最高立法机
关……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墙上
的这幅彩虹漫画，不仅是创想，更源自现实。

虹桥街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全国设
立的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2019 年 1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同正在参加立法意见征
询的社区居民代表亲切交流，明确指出：

“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人民民

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和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国人

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抗战胜利前夜，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

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同志回答：我们已经找
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
是民主。

从陕甘宁边区的“豆选”，到北京人民大会堂
的郑重投票；从建立“三三制”为原则的抗日民主
政权，到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一整套根植中国大地、
顺应时代需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民创造历史的高
度，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出开辟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征程的号令。

这是高举人民民主鲜明旗帜，发展新时代中
国式民主的科学指引——

从“人民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们党百年来为实现和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懈奋斗的宝贵经验，揭示社会
主义民主的深刻内涵、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区别于西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民主的显著特
征。习近平总书记指明“全过程”含义——“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

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
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

如何既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也保证国家政治
生活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习近平总书记字字千
钧——“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民主法治建设如何更好回应人民群众需要和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
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
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也还存在一
些不足，必须继续加以完善”。

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党对人大的领导，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提出“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明确

“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
理，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强调“有事好商
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推动城乡基层民
主有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指明
方向，引领人民民主迈向“全链条、全方位、全
覆盖”“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更高境界。

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活动，模范践
行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每年全国两会同代表
委员们深入交流、共商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率先

垂范，以身作则。
这是把牢人民民主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保障——
会期压缩、日程紧凑……2020年5月，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推迟2个多月的全国两会在北京
举行。

全国两会，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这次打破多年开会惯例的全国两会的召开，宣示
党中央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的坚强意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认识更加深刻、路径更加清晰，绘就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蓝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健全
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人
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益完善，全过程人民民
主之树根深叶茂。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王克 （女）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陈明健 （女）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章启月 （女）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共

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肖军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
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
大 会 上 的 讲 话 》单 行 本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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