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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 日电 2021 年 1 月 1 日出版
的今年第 1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17年 1 月 18 日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文章强调，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
时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
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让和平
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

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
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文章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
动。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
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坚持对
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
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
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
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

洁美丽的世界。
文章指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

才更好。面向未来，第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
心不会改变，第二，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
改变，第三，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第
四，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

文章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
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
标。中国愿同联合国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
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例》，以及《现役
军官选拔补充暂行规定》、《现役军官教育培训暂行规定》、

《现役军官考核暂行规定》、《现役军官晋升任用暂行规
定》、《现役军官交流暂行规定》、《现役军官退役暂行规
定》、《现役军官待遇级别管理暂行规定》、《专业技术军官
管理暂行规定》、《关于推进军官岗位管理的意见》、《关于

推进军官职业发展路径管理的意见》、《关于规范军官制度
改革中等级转换办法和过渡政策的通知》等配套法规，均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例》及相关配套法规，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落实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下转第2版）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中央军委印发《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例》
及相关配套法规

本报萍乡讯（记者魏星）民之所需，政之所向。2020年12
月 31日，省长易炼红在萍乡主持召开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
会，听取对做好 2021年及未来五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省政
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谋划在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江西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

2020年是极不平凡、极不寻常、极为不易的一年。易炼红
与大家一同回忆了我省抗疫情、战大洪、促发展的感人场景，向
广大基层干部群众表示敬意和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和编制“十四五”规划的主要考虑。他说，在座各位
来自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最直接，同群众
联系最经常，对各项政策落地见效感知最真切，希望大家直奔
主题、畅所欲言。

座谈会上，刘志强、张少虎、温菲、严斌生、刘卫万、易勇平、
龚德凌、郑志刚、彭华、吴楠等 10位基层干部群众代表踊跃发
言。他们中有脱贫一线工作者、民营企业家、农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产业工人、工业园区负责人、旅游工作者、教师、律师、医
生、社区居民等，大家在发言中直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客观中
肯、针对性强的意见和建议。

易炼红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深入交流。他说，大家长期
在基层工作，与群众打交道多，了解基层情况和群众诉求。这
些意见和建议，不仅是你们的心声，更是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
心声。我们将认真梳理研究，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纲要和
政府工作报告中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

易炼红强调，“十四五”时期是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开局起步期，也是我省“作示范、勇争先”的关
键跨越期。希望大家在促进创新发展上展示新担当、彰显新作
为，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把小事当大事干，齐心协力、奋力
攀登，团结带领广大基层群众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在深化改革创新上展示新担当、彰显新作为，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发扬首创精神，大胆闯、大胆试，让改
革创新成为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推动共同富
裕上展示新担当、彰显新作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满怀真情办
好民生实事，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新生活；
在优化基层治理上展示新担当、彰显新作为，切实发挥扎根基
层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
下移，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综
合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
水平。

把
增
进
人
民
福
祉
作
为
政
府
工
作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易
炼
红
召
开
座
谈
会
听
取
基
层
干
部
群
众
意
见
和
建
议

1月1日，2021年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靖安·马尾山”（华东分会
场）暨江西省迎新年群众户外登高节在靖安县马尾山举行，来自全省各
地的2000多名户外健身爱好者用登高的方式喜迎新年。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本报讯 （记者练炼、龚艳平 通讯
员吴曙光）2020 年 12 月 31 日，记者从
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九江市庐山西
海景区正式跻身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行列，成为我省第 13 个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

庐山西海景区位于九江市西南
部，地跨武宁、永修两县，是一处集亚
洲最大土坝水库、全国佛教样板丛林、

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为一
体的山岳湖泊型特大景区，于 2005 年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景区总规划面积
495平方公里，由庐山西海湖区和云居
山两大板块组成。

当前，我省正在开展“旅游景区优
质旅游先锋行动”，按照“创建一批、提
升一批、储备一批”原则，按梯次重点
推进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工作。

庐山西海晋升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记者
日前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21
年元旦期间，全省各地安排各类
文旅活动500余项，“文旅菜单”格
外丰盛。

全省各地纷纷开展各类活
动，让市民品味多彩民俗。九江
举办首届“八里湖之春”新春非遗
庙会，南昌滕王阁景区举办“登高
迎福”迎新年活动，石城县举办灯
彩展演系列活动，婺源县举办徽
剧传习所公益性演出活动，黎川
古城景区举办百家宴等。

各地精心安排了精彩纷呈的
文艺演出，如抚州开展采茶戏文
化惠民演出活动，景德镇举办瓷
乐表演，上犹县举办戏曲进乡村
文艺演出等。各类文化演出团体
将分赴各地开展公益演出，送戏
下乡、送电影下乡，丰富基层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
全省各博物馆、纪念馆、公

共图书馆坚持正常开放，并策划
推出系列文博展览，为群众提供
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省图书
馆、省博物馆及各地文化场馆将
举办各类主题展览，丰富公众假
期文化生活，景德镇市美术馆举
办江西省首届当代工艺美术双
年展，彭泽县博物馆举办陶博吾
书画展等。

全省各景区纷纷推出活动吸
引游客。据初步统计，全省各大
景区准备了百余项旅游活动，让
游客感受节日里别样的欢乐与喜
庆。此外，全省还有不少景区在
假期推出了优惠措施，部分景区
对游客实行半价优惠。值得一提
的是，元旦假期，全省国家4A级以
上旅游景区对学生免费开放。

元旦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庐山讯 （记者刘小荣 通

讯员傅超）2021年新年第一天，庐山
迎来旅游开门红。据智慧庐山票务
系统统计，庐山风景名胜区入园游
客超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115%。

庐山雪景壮美。为展示好冬季
雪景，提振旅游经济，庐山景区连续
三年举办“庐山冰雪嘉年华”系列活
动，为游客精心打造观景、滑雪、温
泉、观鸟旅游线路。在做好旅游推荐

的同时，庐山景区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提倡网上预约，有序有度。在庐
山交通索道、南北门旅游换乘中心，
自动电子测温系统、智慧庐山检票系
统、景点客流调度系统等协同工作，
实现有序入园、人流导控、减少聚
集。随着冬季的深入，庐山的观雪游
越来越受游客青睐，1月上旬至2月下
旬，作为我国南方最佳观雪地的庐山
将迎来冬季旅游的热潮。

1月 1日上午，阳光灿烂。安福
县严田镇横屋村脱贫户管水堂正在
自家小院接待慕名而来观景、买蜂
蜜的客人。“老管，给我来6斤野生百
花蜜。”来自县城的彭先生边说边拿
手机转账300元给管水堂。

闻着扑鼻的花蜜香，管水堂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我养了 105
箱蜂，全部放养在大山深处，春天采
油菜花，夏天采乌桕花，秋天采桂
花、山茶花。很多人来定购，百花蜜
销路不成问题，每箱蜂正常年份可
产10多斤蜂蜜，每斤卖50元，还出售

蜂王浆和蜜蜂，一年下来养蜂收入
有8万元，再加上养鸡、养鸭，全年收
入 10 万元不成问题，我正打算新年
里翻盖旧房建新房。”

严田镇森林资源丰富，油菜每
年种植 2万亩，具有丰富的蜜源，为
做大做强蜂蜜产业，该镇成立了养
蜂产业合作社，以市场为导向，釆取

“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等多种模式
发展养蜂产业。目前，该镇养蜂产
业由小变大、由散到聚，全镇养蜂达
5000多箱，近百户农户受益，去年创
收800万元。

本报吉安讯 （记者钟端浪）1月
1日，暖阳高照，吉安市神冈山公园热
闹非凡。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省体
育局、省体育总会承办的“中国体育
彩票”2021年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
（江西主会场）活动在此举行。

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是全国

联动的品牌健身活动。为确保此次
活动安全有序举行，江西主会场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对参加活动的人
员进行体温监测和健康扫码。1000
余名长跑爱好者统一围着红围巾，在
神冈山公园健步道上开展跑步活动，
以实际行动倡导全民健身新风尚。

千名长跑爱好者新年登高

庐山新年首日迎客2万

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2020 年 12
月31日，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姚增科
到所联系的江西财经大学调研，向师
生作形势与政策报告，共同迎接新年。

姚增科首先参观了江西财经大学
校史馆、校友馆和税票博物馆。他表
示，爱母校就应知母校，往前行需常回
首，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办学、
为谁育才。在该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姚增科参加了红色故事会活动。

在宣讲中，姚增科用生动事例、
翔实数据，回顾介绍了在省委坚强领
导下，我省面对一个又一个大战大考
取得的好成绩，回答了中国创造“世
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
长期稳定奇迹”之所以行、之所以能
的伟力所在。他勉励师生要谨记坚
守江西财经大学“信、敏、廉、毅”校
训。信，就要真学真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学好掌握马克思

主义唯物辩证法这个终身受用的法
宝，坚定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
信念，做讲诚信、守信誉、有信仰，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新人；
敏，就要勤奋用功爱学习，用心得法
会学习，将“读书”与“读人”、理论与
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善于从政治、哲
学、历史、文化多维度分析问题，学以
致用，用以促学；廉，就要将廉洁教育
融入教学全过程，培养学生终生廉洁
不染的高尚品格；毅，就要重视智商、
情商、毅商培养相结合，磨砺坚韧不拔
的意志品质，跳出“小我”看“大我”，用

“无我”境界创“大我”格局，将家国情
怀深植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之中。他寄
语青年学子，希望大家既脚踏实地，又
仰望星空，有伸手摘星辰、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光与热的远大志
向，学习在江西、成才在江西、成功在
江西，当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姚增科在江西财经大学作形势与政策报告时勉励青年学子

立伸手摘星志 怀报国为民情

日子比蜜甜
彭克武 本报记者 刘之沛1 月 1

日，几名小读
者在奉新县
圣殿社区一
家 书 屋 阅
读。元旦假
期，许多人走
进图书馆、社
区书吧、农家
书屋，享受一
份宁静和惬
意，在书香中
喜迎新年。

本报记者
邹海斌摄

本报南昌讯 （记者钟珊珊）1月 1
日晚，赣江之滨，滕王阁下，大型沉浸式
实景演出《寻梦滕王阁》如期公演。近
千名游客进入滕王阁景区，在光影声乐
中，领略这座江南名楼的千年魅力。

19时45分，伴随着激昂的声乐、斑
斓的灯光，《寻梦滕王阁》演出正式拉
开序幕。演出对梁思成、王勃、苏东
坡、王安石、黄庭坚、辛弃疾、文天祥、
汤显祖、王阳明等历代先贤汇聚滕王
阁的场景进行了集中展示，表达了他
们的“七梦七境”，通过古典楼阁与现
代科技有机结合，呈现出一幕幕精彩
的视觉景观。

主场演出结束后，进入“游园对
诗”“盛世咏唱”等篇章的表演。回廊
里，才子佳人吟诗抚琴；戏台上，演绎
着滕王画蝶的动人故事……现场运用
雾森、泡泡机等系统设备，打造震撼的
感官体验。

看完演出后，市民黄欣然表示，这场
实景演出超出了她的预想，很精彩，特别
是那些声光电的舞台表现手法，带来了
强烈的感官冲击。南昌大学大四学生郭
启迪告诉记者，《寻梦滕王阁》最打动自
己的地方，在于它用生动的方式，告诉了
人们这座楼阁曾经经历了什么，讲述了
它背后所蕴藏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看江南名楼展开千年画卷

《寻梦滕王阁》公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