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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
国》面世，为世界人民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共产党真
实情况的窗口。

80年后的今天，来自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
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有机会近距离读懂中国共产党、
读懂中国。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世界充满了兴趣与好
奇。在中共十九大闭幕一个多月后，外国政党领导人
在北京探寻问题的答案。

“密码”之一
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13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7亿多人实现脱贫，被外
界誉为“中国奇迹”。

在外国政党代表看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是“中国奇迹”背后的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欣欣向荣，归根结底是
因为中国共产党务实、灵活，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
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走
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会
委员、孟加拉国和平理事会秘书长夸西姆说。

11月13日，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上，象
征五星红旗的红黄底色上用中英文写着“中国赢了”，
这是该杂志创刊以来首次使用中英两种文字展示其
封面内容。文章历数了中国发展取得的骄人成就。

中国制度取得的成功让西方无法视而不见，也让
中国更加坚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但这份信心清醒而谦逊：中国强调不“输入”外国模
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
的做法。

“中国历来主张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
路。中国与各国分享自身实践经验，倡导交流互鉴，对
自身制度充满信心的同时，也切实尊重其他国家的选
择。”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总书记马里亚姆说。

摩洛哥真实性与现代党总书记奥马里表示，虽然
一国的发展不能完全效仿其他国家的道路，但中国的
发展道路让渴望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看到新的
希望，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选择。

“密码”之二
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外国政党代表认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
人始终坚持学习创新，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书写
了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篇章。

“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实事求是，不断根据新的
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和变革，保持了灵活性和旺盛的生
命力，这成为中共不断发展壮大的源泉。”德国杜伊斯
堡-埃森大学中国研究学者费立民说。

俄罗斯媒体刊文说，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的理论引领。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委员巴达尔说，不
满足于过去的成绩，不惧怕未来的挑战，中共十九大
确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凝
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指引。

“密码”之三
人民至上的深沉情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
告中郑重宣示。这份文件中，“人民”一词出现超过
200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能取得巨大成就的‘秘
诀’。”芬兰中间党总书记奥瓦斯卡如此评价。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有一种人民至上的执政情
怀，强调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确保党始终同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永远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为奋斗目标。

12月1日，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迎来一批
“远方来客”——出席对话会的部分外国政党嘉宾来
到这里参观。费立民对石碑上的“为人民服务”印象
深刻。“这是一个政党永远不能忘记的根本。”

在对话会分组专题会上，一位中共党员代表向外
宾介绍了习近平从村支书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成长
经历。外国政党代表感叹，数十年的历练，使习近平
对国情民生的掌握真实而充分，从而能完全围绕人民
利益作出决策。

“一个政党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否得到广
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代表人民群众利益。中共的执政经
历就是一个典范。”亚美尼亚共和党副主席拉拉扬说。

“密码”之四
自我净化的政治勇气

在外国政党代表眼中，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共最
鲜明的特色，也是这个世界最大政党的优势所在。

“中共从严治党取得了重要成果，尤其是反腐成
效显著，更加赢得了民心。”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主
席、捷克众议院副议长菲利普说，很多捷克在华企业
表示，中国的营商环境在改善，法律环境在改善，这与
中国从严治党密不可分。

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已从中共十八大前的
75%攀升至2016年的92.9%。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唯有如此，才能
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马耳他工党主席米克勒夫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
“打虎”“拍蝇”“猎狐”印象深刻，这种刀刃向内的魄力
和勇气值得高度赞赏。

外国政党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反腐方面
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在其他方面也能够不断自我完
善，继续前进。

美国《外交》杂志在题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
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历程中，表现出了
超凡的适应性和自我纠错能力。中共适应时势的能
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民心的政权合法性，使其能
灵活、高效地应对中国的各种问题。

“密码”之五
开放包容的视野胸襟

“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开放、
包容、自信。”作为从事对华研究长达几十年的“中国
通”，费立民这样描述自己眼中的中共形象。

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走出去”与“请进来”，与世界
政党加强交流与合作，相互借鉴经验。长期以来，中国
共产党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
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朋友圈”不断扩大。

吉布提争取人民进步联盟总书记达瓦莱说，这次来
华最大的收获是及时了解到中共十九大情况及中共最
新理论、治党经验，他从与中共的交流中受益良多。

对话会期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受到与会代
表热烈欢迎。这本“现象级”著作在全世界持续热销，覆
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执
政理念对世界各国政党的深刻启示和强大感召。

“这本书成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
口，也成为寻找中国问题答案的一把钥匙。”夸西姆
说，近几年，“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
国际社会尤其是面对发展困惑的发展中国家，更愿意

“向东看”，从中国治理中汲取有益经验，搭乘中国发
展快车。

“密码”之六
兼济天下的全球担当

“共饮一泓水”——此次对话会的海报，巧借中国
以茶会友、品茶论道的文化传统，寓意中国共产党邀
请各国各类政党共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党责
任，共话建设美好世界的宏伟愿景。

在对话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呼吁
各国政党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为应对国际社会面
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提出了中国方案，为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注入强大信心与力量。”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执委会成员、国际书记戈麦斯说。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
为自己的使命。中共十九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
程（修正案）》的决议，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一带一路”建设等写入党章。
“当今世界，局部动荡此起彼伏，发展鸿沟突出，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时刻，中国理念为推动建
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为全球
治理提供了解决方案。”英国保守党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科尔维尔说。

“中国共产党不仅关心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具有
担当精神，肩负起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时代使命。”南
非非国大新闻发言人科德瓦说。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密码”
——来自全球政党的北京观察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王慧慧

我国成功发射
陆地勘查卫星一号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57次飞行

据新华社天津 12 月 3 日电 （记
者 李鲲）记者3日从天津市政府新闻
办获悉，经天津市“12·1”重大火灾事故
调查组会同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专家
组初步调查认定，1日凌晨造成10人死
亡、5人受伤的重大火灾事故中，存在施
工企业擅自放空消防水箱、施工人员违

规住宿问题，目前11人被刑拘。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将相关企业

的11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包括天津
泰禾锦辉置业有限公司7人，北京星河
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2人，中际三立
装饰集团有限公司1人，北京百合建业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人。

天津10人死亡火灾事故刑拘11人
存在擅自放空消防水箱违规住宿问题

据新华社贵阳 12 月 3 日电 （记
者 李平）为节约农村土地，贵州明确对
不符合“一户一宅”规定或宅基地用地面
积超规定，甚至将原有宅基地或宅基地
上房屋出卖、出租、赠与他人的，农民再
申请宅基地建房时，政府一律不批准。

根据日前印发的《贵州省加强农村
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贵州对不同
地理区域的农民建房做了面积规定，例

如对生活在城市郊区和坝子（较为平坦
地区）地区的农民，每户宅基地面积不
得超过130平方米；对生活在丘陵地区
和牧区的农民，农户每户宅基地面积分
别不得超过170平方米和200平方米。

同时，对不符合乡村土地利用规划
或农民申请新址修建房屋但未签订退
出原有宅基地协议的，政府也一律不批
准农民的新宅基地申请。

贵州日前印发《意见》规定

“一户多宅”一律不得获准新宅基用地

12月3日，在韩国仁川附近水域，韩国海岸警卫队展开救援。
据韩国媒体报道，一艘包租渔船3日在韩国仁川附近水域与一艘油轮相撞并倾

覆，造成13人丧生、2人失踪。 新华社发

韩国附近海域发生渔船与油轮相撞事故
13人丧生

这是 12 月 2 日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卡罗拍摄的锡纳朋火山喷发的场
景。锡纳朋火山位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卡罗县，在沉寂近400年后于2010年首度
喷发。2015年6月以来，该火山一直处于最高警戒级别状态。 新华社发

印尼锡纳朋火山喷发

➡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政府3日签署了《共同推进建设深圳国际科技产业创新
中心合作协议书》，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加速把深圳建设成为国际科技产业创新
中心，合作内容包括共建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校区、若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及推
动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 新华社发

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签署合作协议
加速将深圳建设成为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美国税改
会否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

新华社记者 金旼旼 高攀

美国会参议院通过大规模
减税法案

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2 日电 （记者 高攀
金旼旼）美国国会参议院2日凌晨投票通过大规
模减税法案，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
离完成美国三十年来最大规模减税计划更近一
步。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投票结束后表
示，这份减税法案为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阻止就

业岗位流失海外和为中产阶级减负提供了机遇。
但民主党批评这份减税法案主要让美国大企业和
富人受益。

按照参众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此前的分析，
即便考虑到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这份减税法
案仍将导致美国未来十年增加财政赤字约 1万
亿美元。

作为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最
大的“成绩”，美国30年来最大的
税改法案即将出炉。美国公司税
率将大幅降低，征税体制也将发
生较大变化。作为全球最大经济
体和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和投资目
的地，美国进行大规模税改是否
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金融和产业
资本大举回流美国成为外界广泛
关注的话题。

从税改对美国国内的影响来
看，目前两院版本均偏袒富人。
据华盛顿智库税务政策中心研
究，本次减税的大部分收益都将
由高收入家庭获得。

从国际方面来看，此次税改
最大影响将是美国企业所得税大
幅降低，美国征税体制改变。首
先，美国企业所得税从35％大幅
降至20％。此外，对跨国企业目
前为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2.6万
亿美元利润，只需一次性缴纳
14％便可合法汇回美国。

其次，美国将目前的全球征
税体制转变为属地征税体制，对
海外子公司股息所得税予以豁
免。但同时，此次税改针对跨国
企业新增了20％的“执行税”，
以限制这些企业通过和美国以
外分支机构的内部交易来避
税。这一新税种可能冲击国际
产业链，阻止跨国企业将产业转
移出美国。

虽然特朗普政府宣称减税有
助于企业扩大投资、刺激经济更
快增长，但经济学家警告，更低税
率未必会导致企业加大投资，企
业也可能将更多资金投入金融市
场或用于分红，未必有助于实体
经济增长。

而且，虽然美国名义企业税
率在发达国家中最高，但据经合
组织统计，由于种种抵扣和税务
漏洞，美国实际企业税率仅为
18.1％，低于日法德英加意六国
19.4％的平均水平。

其次，不能通过简单比较各
国企业税率就得出企业投资必将
流向低税率国家的结论，因为税
率仅仅是影响企业投资的因素之
一。

观察人士指出，此次美国税
改最值得担心的，与其说是降低
税率，不如说是争夺税基，即通过
执行税将以往不纳税的国际交易
纳入美国纳税范围，或利用税收
杠杆迫使企业将生产环节留在美
国境内。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尤其是
流动性更强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的当下，国际税收的协调问题变
得日益严峻。国际税收漏洞使跨
国企业得以疯狂避税，竞争性减
税可能恶化各国政府财政状况，
争夺税基则可能导致双重征税、
供应链扭曲等问题。因此，税收
问题已不仅是一国内政，而是需
国际合作的多边问题。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2日电）

▶这是12月1日在华盛顿拍摄的美国国会大厦。
美国国会参议院2日凌晨投票通过大规模减税法案，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和国

会共和党离完成美国三十年来最大规模减税计划更近一步。新华社记者殷博古摄

12月3日，搭载陆地勘察卫星一号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升空。当日12时1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
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陆地勘查卫星一号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据
介绍，这颗卫星主要用于开展陆地资源遥感勘查。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的第257次飞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