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物长宜放眼量
———从强国兴衰规律看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

当前， 中美经贸摩擦引起了国内外的

广泛关注，国内出现了一些疑虑、慌张，甚

至有人惊呼“狼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

我们放宽历史视野，在更高层次上“睁眼看

世界”， 总结世界强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认

清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 正视各种外部挑

战，齐心协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一、 新兴国家在发展进程
中普遍经历了一个关键性阶段

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

辟，各大陆日益联为一体，人类历史进入真

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500年来，一些国家相

继崛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荷兰、英国

和美国先后称雄世界，法国、德国、日本、苏

联等国， 也曾不止一次地向更高目标发起

冲击，但最终没有成功。 其间群雄逐鹿，此

起彼伏；风云诡谲，步步惊心，呈现出一幅

幅兴衰交替的历史画卷。

“海上马车夫”荷兰从1609年彻底独立

到17世纪中叶成为当时世界强国， 用了半

个世纪左右。 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迅速

发展，到1784年打败老对手荷兰，用了100

多年时间。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 在科技进步和

工业化生产的推动下， 大国崛起速度明显

加快。 美国从1865年结束南北战争到1894

年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 ， 用了约30

年。 法国自1789年爆发大革命， 到1810年

打败欧洲大陆主要对手， 成为欧洲强国，

用了20年。 德国从1871年统一到1913年首

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用了42年 ；

1938年再次跨入世界强国之列， 主要工业

指标位居世界第二位， 用了20年。 日本从

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 到1905年打败俄国

成为世界强国一员， 用了不到40年； 二战

后， 日本又经过30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 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1年苏

德战争爆发， 用了不到30年成为世界强国

之一； 战后重新投入建设， 又用了30年时

间， 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成为与美国抗衡

的超级大国。

在世界新兴国家由大而强的过程中，

都经历了一个关键性阶段 。 这个将强未

强的特殊历史阶段一般为10年左右 ，在

此期间，相关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较前

明显增大，事关兴衰成败 。 在这方面，英、

美是成功的典型，法、德、日、苏则提供了历

史教训。

英国在1763年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强

国，首次骄傲地自称“日不落帝国”，此时与

其1784年彻底取代荷兰在世界上的地位之

前，存在一个关键性阶段。 这期间，英国通

过工业革命，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

的生产力还要多”的生产力，加快了向工业

社会的转型，成为第一个“世界工厂”，为英

国进入全盛时期打下了坚实基础。

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积极采取措施缓和

南北矛盾，实现国家重建，到1894年成为世

界第一大经济体，开始步入关键性阶段。尽

管美国在经济体量上占据世界首位， 然而

其综合实力还不如英国。尤其是，美国国内

问题丛生，垄断加剧，腐败横行，社会矛盾

尖锐。 西奥多·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大

力开展以反垄断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进步主

义运动， 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赢得了

“托拉斯爆破手”的美誉，为美国问鼎世界

铺平了道路。

拿破仑于1804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

国，标志着法国进入关键性阶段。但就是这

样一位被黑格尔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

“神的存在”的大人物，却犯了一系列战略

性错误，特别是1812年贸然发动对俄战争，

劳师远袭，铩羽而归，最终于1815年兵败滑

铁卢， 使法国丧失了向世界强国冲击的机

会。 德、日类似的事例也一再上演。

苏联的教训更为惨痛。 在迅速崛起成

为超级大国后， 苏联领导人犯下了一系列

战略性失误， 特别是走上军事称霸对抗的

错误道路。1979年侵略阿富汗，陷入10年战

争的泥潭，最终在这个“帝国坟场”自掘坟

墓，撤兵两年后国家即宣告解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回望大国兴

衰历史， 一些国家用30年左右时间实现跨

越式发展，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个时候达到

了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此后10年左右是其

兴衰成败的关键性阶段，有的成功，有的不

成功，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此期间，如果

发展战略选择正确，实力将日益增强，最终

会成为世界强国，荷、英、美都是如此；如果

选择不正确，出现战略性失误，国家将迅速

衰落下去， 从而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

遇，法、德、日、苏即是如此。

二、 遭受打压是新兴国家
绕不开的“坎”

新兴国家在崛起的关键性阶段， 往往

会与守成国家发生国家利益的激烈碰撞，

无一例外地会受到刻意打压， 这是必然遇

到的“成长的烦恼”，是发展历程中绕不开

的“坎”。

英国在崛起过程中先后受到西班牙、

荷兰打压。 地理大发现后首先成为海上霸

主的是西班牙。16世纪后期，英国通过宗教

改革激发了民族活力，积极进行海外扩张，

与西班牙发生利益冲突。1588年，西班牙派

遣“无敌舰队”气势汹汹打上门去，妄图依

靠强大的海军力量将英国扼杀于摇篮之

中。 英国海军以弱胜强，打败西班牙，第一

次以欧洲强国地位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此

后两国为争夺海上主导权反复较量， 双方

元气大伤。 荷兰乘机崛起，成为海上霸主，

垄断了全球贸易的一半。1651年，英国通过

《航海条例》， 规定进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

英国商船或货物产地商船运输， 次年荷兰

即发动了绞杀英国的第一次英荷战争。 这

时英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中， 凭借新兴

资产阶级的锐气，战胜了荷兰。 此后100多

年时间里，荷兰与英国又进行了三次战争，

一直到1780—1784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

英国才彻底战胜了荷兰。

法国在发展的关键性阶段同样受到了

英国的打压。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后，对于挑

战其地位的国家毫不手软， 典型的是主导

反法同盟。针对称霸欧洲大陆的法国，欧洲

君主国先后七次组成反法同盟予以围剿，

最终于1815年彻底打败法国军队。 参加反

法同盟的国家时有变化， 但英国始终是主

要成员，其他国家是为了维护君主制度，而

英国则是为了维护霸主地位。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也受到了英国的打

压。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就趁机图谋

分裂美国， 乃至幻想重新将美国变为自己的

殖民地，于是口头上宣称中立，实际上支持南

方，接济南方军火，为南方建造多艘军舰，给

北方造成很大困扰和损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 美国首先提出包括成立国际联盟在内的

“十四点原则”， 实质是在保障世界和平和国

际合作的幌子下， 建立由美国掌控的国际组

织，试图主导世界秩序。用时任美国总统顾问

豪斯上校的话说，就是要“按照我们的心愿完

成对世界地图的重新绘制”。英国当然洞悉美

国图谋，联手法国，百般掣肘，最终迫使美国

放弃加入国联。

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后， 转而对威胁其地

位的国家进行遏制和打压。上世纪80年代，美

国对军事强国苏联和经济强国日本进行打

压。尽管美国视前者为最大的敌人，视后者为

亲密的盟友， 但当他们威胁到美国自身地位

时，都毫不留情。

对苏联，美国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向苏联大力输出西方价值观， 进行意识形态

渗透，培植“第五纵队”，诱导苏联进行所谓民

主改革；同苏联大搞军备竞赛、金融货币战，

限制苏联油气出口； 挑拨离间苏联各民族之

间、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等等。 苏联这

个超级大国之所以在瞬间轰然倒塌， 固然有

国内的因素， 但来自美国的一套组合拳是主

要外部因素。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

瓦茨写道：“谈论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

战略的作用， 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

子而不考虑谋杀、 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

反常和预谋一样。 ”

对日本， 美国也丝毫没有网开一面、 手

下留情。 上世纪 80 年代， 日本产品充斥全

球， 对美国贸易大幅顺差， 随之而来， 大国

雄心迅速膨胀， 公开叫板美国， 招致美国的

打压。 1985 年 9 月， 美国召集五国财长和

央行行长会议， 签署 “广场协议”， 逼迫日

元升值。 之后在不到三年时间里， 日元对美

元升值达 50%， 严重打击了日本出口 ， 加

之日本应对战略出现失误， 导致经济持续低

迷， 经历了 “失去的 20 年”。 日本经济总量

从上世纪 80 年代相当于美国的 60%左右 ，

下降到 2017 年的 25%左右。

由此可见， 新兴国家在发展关键性阶段

受到守成国家的打压， 也是一个普遍的历史

现象。

三、 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
跨过这道“坎”

我国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 到2010年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过长期努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从世界强国发展

规律来看， 我国目前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

性阶段。在这个阶段受到打压，不是有没有的

问题，而是早晚的问题。 实际上，自2010年开

始，我们遇到的来自外部的挑战和麻烦，都与

此有关。当前美国主动挑起的贸易战，就是这

种挑战的继续。 2017年8月，时任美国白宫首

席战略分析师的班农就曾声称， 美国在经济

上打败中国仅剩5年左右的 “窗口期”； 他提

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是重中之重，

必须集中一切资源打赢这一仗，“如果我们输

了，5年以后，最多10年，我们就会达到一个无

法挽回的临界点，那时，我们就一点翻盘的机

会也没有了”。美国打乱中国发展进程的意图

暴露无遗。 这种打压也许还有别的花样，但

不管怎么样，天塌不下来。 对于我们来说，既

不要心存侥幸 ，也不要惊慌失措 ，最重要的

就是从容应对，更加专注地做好我们自己的

事情。 面对偏见，用行动说话；面对压力，用

能力说话。

首先， 要更加充满信心。 这种信心， 来

自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 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的制度优

势， 来自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

生历史性变革，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

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

办成的大事。 我们今天受到打压， 恰恰说明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发展态

势蒸蒸日上。 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 这是战胜一切

艰难险阻的信心所在、 底气所在。 在今后前

进的道路上，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外部挑战，

我们都要保持定力， 按照自己的节奏， 办好

自己的事情。 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奥勒留所讲

的： “要像屹立于不断拍打的巨浪之前的礁

石， 岿然不动， 驯服着它周围海浪的狂暴。”

其次，要更加增强忧患意识，防止犯战略

性、颠覆性错误。 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越是处于发展的关键性阶段， 越是要有如履

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道路

决定命运。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我们的根本利益所在，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

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这是我们付出巨大的

学费和代价得出的结论，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

摇。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当今时代，“关起门来朝天过”的日子一去

不复返了。 我们不能因发展中遇到这样那样

的问题而放弃改革开放， 也不能因为外部压

力，包括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而改变改革开

放的正确方向， 不能说你让我改什么我就改

什么， 你让我放什么我就放什么。 在压力面

前，一定要有底气，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

在坚决维护国家自身利益的前提下， 务实理

性处理好国家间关系。

第三，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团结出生

产力、出战斗力，团结是最大的力量。 孙中山

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如果成一片散沙，是

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参加水和士敏土（即

水泥———引者注），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

结合来成石头，变成坚固的团体”。历史证明，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就成为了团结凝聚中

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

务的“士敏土”，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项

事业的主心骨、稳定器和领头人。越是在爬坡

过坎的时候， 越是在遭受外部遏制打压的时

候， 就越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

结一心，众志成城，奋力前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是任何外部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孙劲松 刘悦斌 王兆勤 彭公璞 左凤荣执笔
（载9月1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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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
金正恩再次会见栗战书
据新华社平壤 9 月 11 日电 9 月 10 日， 朝鲜劳动党委员

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再次会见正在访问朝鲜的中共中

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并为栗战书及其率领的中国党

政代表团举行专场文艺演出和盛大欢迎招待会。

会见时， 金正恩表示，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

70 周年这个最重要的节日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派您作为

特别代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访，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

中国党、 政府、 人民对我本人和朝鲜党、 政府、 人民的深厚情

谊。 我们把你们作为最重要的贵宾尽最大诚意款待， 希望让你

们感受到我们的特殊友好情谊， 也向两党两国人民和世界展示

朝中友谊牢不可破、 历久弥坚。 亲手缔造朝中友谊的两国老一

辈领导人如果看到今天这样的友好画面， 一定会倍感欣慰。 我

们要以此访为重要契机， 进一步加强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促进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栗战书表示， 我作为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的特别代

表， 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踏上朝鲜国土的那一刻起， 就感受到

了朝鲜党和人民的盛情和诚意， 始终沉浸在中朝友好的浓厚氛

围中。 金正恩委员长同志在繁忙的庆祝活动期间， 两次会见我

们， 并为我们举行专场文艺演出和欢迎招待会。 这一切， 都让

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委员长同志和朝鲜党、 政府、 人民对习近平

总书记和中国党、 政府、 人民的真挚情谊。 在习近平总书记和

委员长同志亲自推动下， 根深叶茂的中朝友谊焕发新的生机活

力， 迈进了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愿同朝方同志一道， 携手落实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互学互鉴和

各领域交流合作， 共同推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

加强协调配合 深化务实合作
韩正晤出席中国－东盟博览会嘉宾

据新华社南宁9月11日电 （记者郑明达 吴小康）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11日在广西南宁分别会见出席第十

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柬埔寨首

相洪森、缅甸副总统敏瑞、越南副总理王庭惠和老挝副总理宋迪。

韩正欢迎各国领导人与会， 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以中

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配合，深化

务实合作，共同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同日， 韩正会见本届博览会特邀合作伙伴坦桑尼亚桑给巴

尔副总统伊迪。

我军10月1日起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
明年8月1日起施行新司号制度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新华

社记者日前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了解到， 我军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

工作全面展开， 计划分两步组织实

施：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起， 按现行规定

全军恢复播放作息号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

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军号是新时代部队管理的重要

工具， 是新形势下传承红色基因的

独特载体， 是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

挥通信的辅助手段。 我军早在初创

时期就建立了司号制度， 为保障战

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随着人民

军队不断发展壮大、 正规化建设不

断推进， 以及对战争实践认识不断

加深， 我军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

熟的司号员与司号装备编配体制和

号谱体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

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和我军现代化建

设发展，军号的指挥通信功能逐步弱

化，应用使用范围逐步缩小。 过去以

指挥通信为主的军号功能定位，与时

代之变、改革之变、战争之变不相适

应，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

据介绍， 这次恢复和完善工作

着眼发挥军号在强化号令意识 、传

承红色基因、正规部队秩序、营造备

战打仗氛围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拟

将原有的名目类 、勤务类 、战斗类 、

仪式类四类１０９种号谱，精简优化为

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三类２１种号

谱， 并采用司号员吹奏和播放电子

号音相结合的方式实施。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介绍

说， 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是恢复和

完善军队司号制度的重要步骤安

排， 有利于发挥军号在强化号令意

识、 传承红色基因、 推进正规化建

设、 促进战斗力提升和提振军心士

气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据介绍， 新的军队作息号种包

括起床号、出操号、收操号、开饭号、

上课号、下课号、午睡号、午起号、晚

点名号、熄灯号、休息号等１１个标准

号谱。

通知要求所有军队营区应当播

放作息号；驻同一营区的不同单位，

由营区管理单位统一播放作息号 ，

也可以根据需要分别实施； 驻港澳

部队、 驻海外保障基地部队和其他

海（境 ）外任务部 （分 ）队 ，应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使用作息号； 因特殊原

因不能播放作息号的 ，由旅 （团 ）级

以上单位确定。

寻淮洲：红军中年轻有为的青年将领
寻淮洲，１９１２年生， 湖南浏阳

人。 １９２７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 同年９月，随浏阳工农义勇队

参加秋收起义， 并随起义部队进军

井冈山， 参加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斗争和反“会剿”作战。 １９２８年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２９年春随

红４军转战赣南、闽西。 先后任中国

工农红军第４军排长、连长，红１军团

第１２军３４师营长、团长。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 寻淮洲率红３４师

第１００团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

次反“围剿”作战，因为指挥果断，作

战有功， 被任命为红１２军第３５师师

长。随后，他率部参加了中央革命根

据地的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屡

建战功。 １９３２年３月任红１军团第１５

军４５师师长，１２月任红２１军军长。

１９３３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作

战中， 寻淮洲率部牵制国民党军几

个师的兵力，保证了红一方面军主力

取得黄陂、 东陂两个战役的胜利，荣

获中央军委特别嘉奖。同年７月，红２１

军与红７军改编为红３军团第５师，他

任师长。 根据党中央指示，红３军团４

师、５师和红５军团３４师组成东方军，

执行收复闽西连城、 新泉苏区和开

辟闽北新苏区的任务。他率红５师从

江西广昌头陂地区出发， 向福建进

军，入闽作战几个月，连战告捷。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 寻淮洲被任命为

红７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

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１９３４年１

月， 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

行委员。 １９３４年７月，红７军团奉命组成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

任军团长兼抗日先遣队总指挥。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 寻淮洲率部进入闽

浙赣苏区， 与方志敏领导的红１０军合

编为红１０军团，任第１９师师长，奉令先

行出击浙皖边，继续率部英勇作战，连

连取胜。 １２月１４日，在安徽太平县谭家

桥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之敌

展开激战，不幸腹部中弹，壮烈牺牲，

年仅２２岁。

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据新华社长沙９月１１日电）

推动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攀高峰
（上接第一版）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中俄地方合作面临着新形

势、 新任务、 新要求， 同时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性机遇。

习近平就未来两国地方合作提出四点建议。 一要发挥地方

政府作用， 加强统筹协调， 切实优化政策环境， 鼓励更多地方

结好， 为两国企业相互投资营造更优质的营商环境、 更便利的

合作条件。 二要创新合作思路， 拓展合作地域， 善用合作平

台， 发展好现有机制， 深入探讨推进区域合作新方式。 三要深

挖互补优势， 突出地方特色， 实现合作精准对接， 整合优质资

源， 激发合作内生动力， 化优势为收获， 打造合作亮点。 四要

密切人文交流， 强化合作的主流民意和社会基础， 推动两国地

方文化、 旅游、 教育、 媒体等领域交流机制化、 常态化， 增进

彼此好感和认同感。

习近平强调 ， 今年年初 ， 我同普京总统决定 2018 年至

2019 年举办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 将地方合作确定为今明两

年双方合作主线。 中俄地方合作正当其时。 两国政府将支持各

地方做大合作蛋糕， 共享合作成果。 希望中俄两国各省州代表

借助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的东风， 共同开启中俄地方合作新时

代， 为两国关系发展添砖加瓦。

普京表示， 地方合作是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重要组

成部分。 很高兴两国地方开展了密切的经贸和人文交流合作。

俄罗斯政府欢迎中国企业来俄罗斯投资兴业， 愿继续为加强两

国地方合作提供良好条件和环境。 新形势下， 俄中双方要以地

方合作交流年为契机， 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 增进民间友好， 推动两国地方合作取得更多惠及

两国人民的成果。

本次对话会的主题是 “新时代的中俄地方合作”。 来自中

国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江苏省、 浙江

省、 山东省、 四川省、 广东省等 9 个省、 自治区的负责人和俄

罗斯滨海边疆区、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阿穆尔州、 犹太自

治州、 后贝加尔边疆区、 鞑靼斯坦共和国、 下诺夫哥罗德州、

伊尔库茨克州、 莫斯科州、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雅罗斯拉

夫尔州、 图拉州、 车臣共和国等 13 个联邦主体的负责人参加

对话会。

对话会后， 两国元首共同乘车前往远东风采街。 习近平和

普京抵达远东风采街时， 当地青少年表演中华武术， 欢迎两国

元首。 习近平同普京随后观看了阿穆尔州经济发展和对华合作

图片展以及黑龙江省和阿穆尔州传统手工艺展， 听取了黑龙江

省和阿穆尔州人文领域友好交流情况介绍。 两国元首随后参观

了鱼市和俄罗斯青年高技术展。 两国元首兴致盎然， 尝试制作

当地特色食品， 还与民众亲切互动。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9 月 11 日电 （记者吴刚 孟娜）

11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应俄总

统普京邀请， 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

当地时间下午 2 时 30 分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符拉

迪沃斯托克国际机场。 习近平步出舱门， 俄罗斯高级官员在舷

梯旁热情迎接。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也到机场迎接。

本届东方经济论坛 9 月 11 日至 13 日举行， 主题为 “远

东： 更多机遇”。 期间， 习近平将同普京会晤， 并共同出席中

俄经贸、 人文、 地方交往等活动。 习近平还将会见出席论坛的

有关国家领导人。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上午乘专

机离开北京， 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 赴俄罗斯符拉迪沃

斯托克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

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中

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王毅 ， 全国政协副主席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

峰等。

上海市民办事进入“指尖时代”
（上接第一版）

“一网通办” 移动端为市民建立了专属 “我的频道”， 它

使得 “掌上办” 更个性、 更智慧。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主任朱宗

尧介绍， 该频道整合了社保、 医保、 公积金、 健康档案、 信用

报告、 税单等 23 项个人数据， 市民可以定制关注的服务事项，

系统也会根据用户浏览习惯推送相应的服务， 相当于为每位市

民建立了个人专属的数据中心。 与 “购物车” 功能相似， 系统

也会列出待办事项， 不仅方便用户随时查询进度， 还将在信息

发生变化时主动提醒通知。 频道还设有 “找茬” 入口， 供用户

及时反馈意见。

目前， “一网通办” 移动端已集中汇聚了 200 余项政府服

务事项， 对于机动车六年免检、 车管预约等市民关注度高、 使

用频繁的事项， 提供预约、 预审、 进度查询、 快递寄送等多层

级服务。 对于热门的医疗类服务， 移动端也推出了全市预约挂

号、 健康档案查询等服务， 整合跨部门数据， 方便市民随时随

地使用。

为使得 “一网通办” 更具温度、 体现上海特色， “市民

云” 所在的上海市民信箱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兆进表

示， “一网通办” 作为开放平台， 后续还将不断叠加新的政府

服务项目， 提供一站式主题服务。

身份证、社保卡等九张证照装进电子卡包

创新的电子证照服务也是 “一网通办” 移动端的贴心服务

之一。 有了这些电子证照， 以往办事需要携带厚厚一沓复印资

料的情景将成为历史。

目前， “一网通办” 移动端电子卡包中已纳入身份证、 社

保卡、 交通卡、 读者证、 驾驶证、 志愿者、 行驶证、 献血证、

企业营业执照共九类证照， 部分用证服务已实现关联。 例如，

读者证关联 “市民阅读” 服务后， 就可在上海图书馆和各区图

书馆借书并线上续借。

未来， 上海将结合 “一网通办” 移动端的 “亮证” 功能，

全面普及电子证照———让信息数据在线上自动 “跑路”， 市民

办事时既不用重复填写信息， 线下窗口也无需再对各类纸质材

料进行复印、 扫描。 下一步，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就将开展

纸质证照材料免交试点。

线上线下联动还将进一步拓展。 据了解， 目前 “一网通

办” 移动端已对接全市 16 个区行政服务中心和 220 个街镇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实现办事预约全覆盖。 本月内， 移动端

还将首批接入 40 项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事项的办理功能，

下一步将对接线下 1400 家服务机构， 拓展和延伸移动端的功

能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