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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习近平指出，今天是新中国恢复在联
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国举办纪念会
议，既是为了回顾中国和联合国共同走过
的不平凡历程，也是为了从新的历史起点
出发，携手打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习近平强调，历史一再证明，无论一

个国家多么强大，都无法靠霸权左右别
国，更不可能主宰世界。面对地区热点
问题，必须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尊重当事国人民意愿，致力于通过政治
手段来解决。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一
个秩序、一套规则，任何国家都应该在这
个框架内行事，不能自行其是、另搞一
套。大国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
共赢，这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
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民生造成
严重冲击和影响。团结抗疫和复苏经

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要加大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抗疫援助力度，在全球
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让疫苗真正
成为全球公共产品。中方愿同联合国加
强协调，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破解发
展中国家发展困境，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发展
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各国应该积
极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遵循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履行好各自
减排责任，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经
济转型。(下转第六版）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5 日在北京出席中华人
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
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强调，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以来的 50年，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
人类的 50 年。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
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
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
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愿同各国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
边，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

金秋时节的北京，秋高气爽，云淡
风轻。主会场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
灯光璀璨，鲜花绽放。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和联合国旗交相辉映，联合国各会
员国国旗组成的旗阵气势恢宏。

在《和平—命运共同体》乐曲声
中，习近平步入会场。会场响起热烈
的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50年前的今天，第二

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第 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
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是中国人民的胜
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

习近平强调，新中国恢复在联合
国合法席位，是世界上的一个大事件，
也是联合国的一个大事件。这是世界
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共
同努力的结果，标志着占世界人口四
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
国舞台。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新中国恢复在联合
国合法席位以来的 50年，是中国和平
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

——这 50年，中国人民始终发扬
自强不息精神，在风云变幻中把握中
国前进方向，书写了中国以及人类发
展的壮阔史诗。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
家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开
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成功开创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
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
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经过艰苦
奋斗，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在中华
大地上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
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迎来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这 50年，中国人民始终同世
界各国人民团结合作，维护国际公平
正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坚
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
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正义斗争。中国人
民致力于推动共同发展，从“坦赞铁
路”到“一带一路”，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断以中国发展
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新冠肺炎疫
情席卷全球的危难之际，中国积极同
世界分享防控经验，向各国输送了大
批抗疫物资、疫苗药品，深入开展病
毒溯源科学合作，真诚为人类彻底战
胜疫情而积极努力。

——这 50年，中国人民始终维护
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践行多边主义，
中国同联合国合作日益深化。中国
忠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职责和使命，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
心作用。（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中国共产
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0月
25日下午在省人民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

楼阳生主持会议。
会议推选出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

员，他们是：楼阳生、王凯、孔昌生、孙守

刚、李亚、穆为民、陈舜、周霁、江凌、徐
立毅、曲孝丽、陈兆明。

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主席台
就座。

会议还通过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执行主席分组名单，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
查报告，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列席人员、邀
请人员名单，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大会日
程，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副秘书长名单，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秘书处组织机构，省管
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③5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0月 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马 健(回族)马 懿(回族)马宪章(回族)马富国 王 艺(女)
王 丽(女) 王 凯 王东伟 王仲田 王全书
王国生 王明义 王战营 孔昌生 史秉锐
史根治 吉炳伟 曲孝丽(女) 朱 鸣 朱是西
朱焕然 乔新江 任克礼 刘 伟 刘 荃
刘广祥 刘玉江 刘正才 刘世伟 刘国栋
刘尚进 刘南昌 刘炯天 江 凌 安 伟
孙守刚 苏长青 李 亚 李 涛 李卫东
李公乐 李国胜 李柏拴 李德才 杨旭恒
杨青玖 连红兵 吴忠华 吴宏亮 别荣海
何 雄 何金平(白族)汪中山 汪安南 宋争辉
宋虎振 宋殿宇 张 越 张 然 张世军
张国伟 张建慧 张维宁 张雷明 张新友
张德广 陈 星 陈 舜 陈 鹏 陈向平(女)
陈兆明 武国定 周 霁 周春艳(女) 赵会生
赵庆业 赵庚辰 赵素萍(女) 赵喜林 胡五岳
胡道才 段文龙 姜继鼎 费东斌 袁永新
袁家健 顾雪飞 徐 强 徐元鸿 徐立毅
徐光春 高建军 郭庚茂 黄久生 黄明村
黄锦明 葛巧红(女) 董 林 焦国栋 曾德亚
谢玉安 楼阳生 鲍常勇 裴春亮 阚全程
穆为民 戴柏华

楼阳生 王 凯 孔昌生 孙守刚
李 亚 穆为民 陈 舜 周 霁
江 凌 徐立毅 曲孝丽（女）陈兆明

秘书长名单
（2021 年 10 月 25 日中共河南省第

十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孔昌生

主任：孔昌生
副主任：陈 舜 曲孝丽（女）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 荃 苏长青 李 涛 吴忠华
宋 平 宋争辉 宋殿宇 张国伟
范晓音（女）赵喜林 胡五岳 袁永新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主席团成员名单

（2021年10月25日中共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10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
（2021 年 10 月 25 日中共河南省第

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
（2021 年 10 月 25 日中共河南省第

十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 呼吁各国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10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
会预备会议在省人民会堂举行。

楼阳生、王凯、孔昌生、孙守刚、李
亚、穆为民、陈舜、周霁、江凌、徐立毅、
曲孝丽、陈兆明在主席台就座。楼阳生
主持并讲话。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应到代表 920
名。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892名，符合
规定人数。

孔昌生汇报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筹备情况。会议表决通过了由 107人
组成的主席团成员名单，通过孔昌生为
大会秘书长，通过由 15人组成的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

会议通过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议
程。大会的议程为：一、听取和审查中
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的报告；

二、审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
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四、选
举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
查委员会。

楼阳生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
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全
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中
央对开好这次党代会寄予厚望，全省上
下高度关注、满怀期待。这次大会历史
方位特殊。大会召开于我们党成立
100周年的重要节点，召开于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新征程的重
要时刻，召开于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
格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意见出台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深入推动的重要关
头，在河南发展历史进程中具有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里程碑意义。这次
大会承载期许深厚。这次党代会就是
要高举伟大旗帜、牢记领袖嘱托，动员
全省上下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
的方向勇毅前行，用“奋勇争先、更加出
彩”的实际行动，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交出一份优秀答卷。这次大会肩
负使命重大。当前河南发展站上了新
的历史起点，到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
阶段。我们要对标对表中央精神，以前
瞻 30 年的眼光想问题、作决策、抓发
展，紧紧围绕“两个确保”奋斗目标，进
一步绘就现代化河南建设的宏伟蓝图，
汇聚万众一心跑好接力赛、奋进新征程
的磅礴伟力。

楼阳生强调，参加党代会的各位代
表，肩负着全省广大党员和亿万中原儿
女的期望与重托。（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中国共
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 10月 25日下午举行会
议，听取关于代表选举和代表资格初
步审查情况的汇报，通过提请大会主
席团审议的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草案）。

会议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孔昌生主持，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
主任陈舜、曲孝丽出席会议。陈舜作
关于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
大会代表选举和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
况的汇报。

根据省委十届十三次全会通过的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
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省委《关于中共

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
作的通知》要求，全省划分了 27个选
举单位，由选举单位召开党代表大会
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省第十一次
党代表大会代表。在省第十一次党代
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中，全省各级
党组织认真履行职责，认真贯彻执行
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下转第二版）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

会议听取关于代表选举和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汇报，
通过提请大会主席团审议的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
楼阳生主持并讲话

会议通过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及大会议程

喜迎党代会 阔步新征程 出彩奋进这五年

社论：向着“两个确保”阔步迈进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

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2│要闻

详见T01~T12│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