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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德国
《时代》周报记者费利克斯·李在北
京南站采访时注意到，如今对时速
350 公里的复兴号列车感到好奇、
忙着拍照留影的，已基本只有外国
人。中国乘客对领跑世界的这一高
铁体系，已是习以为常。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上群众
游行的欢乐盛况登上法国《费加罗
报》网站首页头条，报道引用政治
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中国奇迹”如今已是国际舆
论中的热词。曾几何时，西方某些
人鼓吹的所谓“社会主义失败论”

“历史终结论”等论调，在日新月异
的中国发展现实面前，早已成为无
力的呻吟。取而代之的是，国际社
会开始努力探寻创造“中国奇迹”
背后的制度“密码”。

人民至上的制度追求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
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
托”。金秋十月，一首老歌再度成为亿
万中国人热情传唱的旋律。它唱出了
共和国对人民的眷顾和呵护，唱出了
人民对共和国的感恩和深情。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
人民不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
设者，更是祖国发展的受益者。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
库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提升人民
福祉作为目标。”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
中心，是中国大地不断创造奇迹的力
量源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77
岁，从文盲率80%到实现基础教育全
民普及……新中国70年，也正是中

国人民福祉不断提升的70年。
“为了提高人民福祉，中国的政

策规划者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这样的制度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
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说。

统筹协调的制度特色

“中国政治中的开放与活力，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参与过中国
两会报道的斯里兰卡记者雪尔顿·
班达拉的感慨。在采访报道中，他目
睹了各界代表在两会这样的机制下
充分发表意见、参与国家治理。

中国政府在决策中越来越充
分结合广大基层和社会各界的意
见。这样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制度
设计，在许多外国人士看来，是中
国制度力量的重要表现之一。

当前，世界上一些国家不能很
好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而
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令人瞩
目。西班牙《起义报》刊文说，中国在
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审时度势，缜
密考虑改革措施的影响，充分协调
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在各个层面，中国的制度设计
都显现出善于统筹平衡的特色：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市场活力与政府调控有
机结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中国制度设计善
于有机协调各方面因素、资源和力
量，以实现全面、平衡、长远发展。

“中国人天生就是体系思考
者。”新加坡创新战略学者查理·安
认为。

因时而谋的制度创新

今年 7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发布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已经连续
第四年保持上升势头，排在第 14
位，比去年上升三个位次。中国创

新能力持续提升，与善于改革创新
的中国制度体系密不可分。

70 年来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充分证明中国制度具有强大自
我完善能力：在保持稳定性与连续
性的同时，它能够根据时代发展不
断作出改革调整。

进入新时代，中国把“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
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顺
应改革发展的形势变化，以推动形
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

印度著名汉学家狄伯杰认为，
中国人以创新思维致力于深化改
革，制度变革是中国释放生产力的
主要因素。

积淀深厚的制度土壤

思所从来，知所将往。中国制
度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还缘于它的
根基扎得牢、文化积淀深。

数千年中华历史文化传承，为
今天中国各项制度的建立提供了
丰饶的思想土壤。民惟邦本、中道
和谐、选贤任能等优秀传统思想，
持续为今天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
有益启示。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问题专家彼得·诺兰认为，
中国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都要接受

“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以及根据儒
家思想制定的严谨道德标准，这是
中国体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带着5000年文明的优秀基因，
有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的
不懈探索，善于开拓创新的中华民
族，一定能将中国制度体系打造得
更加完善，让它不仅造福中华民
族，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提供更
多有益借鉴。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中国制度的世界回响
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韩冰 杜白羽

近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布展工作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全面展开。
从场馆外部装饰到展馆内部展台搭建和大型展品安装调试，有“四叶草”之称的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内外兼修”迎接进博会的到来。图为10月30日，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工作人员在一架直升机展品内安装调试设备。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上海国展中心“内外兼修”迎接进博会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
者 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0
日就美、英等国在涉疆问题上攻击诬
蔑中方答记者问时说，攻击抹黑中国
不得人心，完全是徒劳的，少数西方
国家的反华表演遭到可耻失败。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10月
29日，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
员会同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举行的互动对话会上，美国、英国等
少数西方国家，就涉疆问题攻击诬蔑
中方。当场有60多个国家踊跃发言，
支持中方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称赞
中国巨大人权进步和治疆政策，反对
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少数西方
国家的反华表演遭到可耻失败。

耿爽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
法采取的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

心等一系列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和
去极端化举措，极大扭转了新疆的
安全形势。三年来，新疆没有发生暴
恐事件，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百姓
安居乐业，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大幅提升，人民的生命
权、健康权和发展权也都得到大幅
度提升。正如数十个国家在共同发
言和单独发言中指出，中国在新疆
采取的举措有效保障了各族人民基
本人权，维护了当地安全稳定。

“我们敦促美英等不要颠倒黑
白，站在事实的对立面上。”他说。

耿爽介绍，今年3月，伊斯兰合
作组织外长理事会通过报告，赞赏
中国为关怀穆斯林群众所作努力。
今年7月，50余国常驻日内瓦代表
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

人权高专，赞赏中国在反恐和去极
端化工作中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次
60多个国家发言支持中方立场，发
出压倒性的正义声音，同少数国家
歪曲事实、无端指责中国形成鲜明
对照。“这充分反映了人心向背，说
明攻击抹黑中国不得人心，完全是
徒劳的。”

耿爽说，大家都知道，美、英等
国的人权记录并不光彩。他们根本
没有资格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他
们应该做的是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我们奉劝他们尽早收起“维护人权”
的假面具，停止在人权问题上搞政
治化和双重标准，停止以人权为借
口干涉他国内政，要认清形势，顺应
潮流，真正为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
展做些好事和实事。

外交部评美英等国涉疆问题言行：

攻击抹黑中国不得人心、完全徒劳

(上接1版)
隆回县由起初仅三阁司、金石桥、桃

花坪3个乡镇（街道）试点，现已发展普
及25个乡镇（街道），共建成“爱心超市”
31家，筹集爱心基金1260万余元，累计
有3800多户贫困对象受益，吸引近2万
名贫困群众参与脱贫实践行动和公益志
愿服务项目。

全民参与扶贫 爱心改变面貌

在“爱心超市”持续助力脱贫攻坚的
同时，隆回县不断探索精准扶贫新举措，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形成了全民
参与脱贫攻坚的浓烈氛围。

扶贫济困，正能量满满。2018年，隆回
县开展了以“爱心改变面貌”为主题的社会
扶贫专项行动，共有1455名爱心人士参与
捐赠，捐款达到1536万元。今年，该县继续
探索社会扶贫新举措。6月26日，该县开展

“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社会赞助”活动。县
委、县政府通过主要领导登门拜访、召开
本地企业家座谈会、召开异地隆回商会、
全县干部职工大会等多种方式动员该县
社会力量参与。倡议活动得到积极响应和
参与。截至8月31日，已汇入该县光彩事
业基金会账户的捐款就达到1500万元，
尚有认捐资金正在不断地汇入。

精 准 帮 扶 ，“ 万 企 帮 万 村 ”。自
2015 年底以来，隆回县工商联以“万企
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为阵地，致力引导
该县非公经济领域参与脱贫攻坚，于
2016年、2017年先后开展了两次村企结
对集中签约帮扶扶贫，并积极进行跟踪
指导，督促企业兑现帮扶承诺，取得了较

好成效。截至目前，隆回县“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中，共有 29 家企业帮扶
166个村，累计投入帮扶资金2.43亿元，
帮扶贫困人口24963人。

消费扶贫，特产俏市场。隆回县拥有
金银花、龙牙百合，还有颇具原产地优势
的辣椒、猕猴桃等农特产品。该县开设

“湖南电商扶贫小店”1377家，吸引广大
消费者采购贫困地区零散的、自产自销
的农特产品，完成线上营销业绩1180万
余元。同时，该县鼓励引导农产品进机
关、学校、医院、企业、县域外大专院校和
社区“菜篮子”。2018 年，该县通过招商
引资建成枫林山泉饮用水厂。该县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采购该厂的饮用
水，帮助产品迅速占领本地市场并销往
广州、深圳地区，解决了当地数十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就近就业难题，此外，该公司
每销售一瓶水还提取一分钱用于隆回县
的脱贫攻坚事业，现已积累11.6万余元。
湖南大学在隆回县开展定点扶贫，积极
开展消费扶贫，2019年上半年就购买当
地产品105万元。

特色活动，四处放异彩。近年来，爱
心助学、爱心助医、关爱留守儿童和妇
女、免费技能培训等形式多样的社会帮
扶活动，在隆回县已蔚然成风。该县已形
成“三级”组织构架、“六大”活动平台、

“八支”县级专业志愿服务队伍和一批社
会志愿服务组织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
精准对接贫困群众要求，开展各类活动
1860 场次。如该县高平镇今年开展的

“春蕾行动”中，高平群众及高平籍外地
游子一次性就募捐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