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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11月17日电 （记者查文
晔 刘刚 李寒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简称

“决议”）全文 16 日公布，在香港和澳门社

会引发热烈反响。港澳舆论和社会各界普

遍认为，决议是站在历史关键节点上，总结

包括“一国两制”实践在内的中共百年经验

的一份重要文件，必将对香港、澳门和国家

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港澳各界应全面准确

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积极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踏上发展新征程。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在坚

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党中央

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定落实“爱

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推动香港局势

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

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

下了坚实基础。

《大公报》17 日发表题为《找准自身

定位 融入国家发展》的评论表示，国家

的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靠的是几代

人一以贯之、努力不懈的辛劳成就。对

于年轻一代来说，学习国家的发展历史、

社会现况及未来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在国家未来发展大局中，香港将扮

演什么角色、如何定位以融入这一蓝图，

以己所长贡献国家所需，都是值得深入

思考的问题。

香港《文汇报》当日发表题为《以“人民

意识”“赶考意识”落实“爱国者治港”》的评

论表示，决议最吸引香港各界关注的，是首

次把“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写进了执政

党的重大决议。要在港贯彻好六中全会和

决议精神，关键就在于坚定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

《香港商报》发表时评表示，决议全文

发布让全世界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伟

大历程和未来梦想有了更准确全面的认

识。中国这艘巨轮破浪前行，不仅是中国

人民的追求，对世界也是福音和机遇。以

史为鉴，开拓未来，中国梦值得期待，前景

乐观。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十九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意义重大。回顾过去，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经历了无数挫折和考

验，走过不少艰难岁月，终于建成今天的小

康社会。国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金融、科技、基建、体育等方面成就非凡，

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与日俱增。我们身为

中国人，感到十分自豪。

林郑月娥说，香港重回“一国两制”正

轨，并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得到中央大

力支持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量机遇，

正是砥砺前行、奋发有为的时候。

香港湾仔区各界协会副主席阎伟宁

表示，决议从多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

百年来在各个阶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

历史性变革，意义重大。一个时期，受各

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

獗。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香港国

安法落地实施，“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贯

彻，香港局势迅速实现由乱转治，政治秩

序和政治生态开始重建，这充分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的战略自信和担当作为，获得香

港市民的好评与拥护。香港已进入崭新

的发展阶段，更需要在六中全会精神指引

下，加强政权建设，提升施政效能，实现良

政善治。

香港九龙社团联会常务副理事长林德

兴表示，中国共产党通过百年奋斗取得历

史性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

途命运，让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正确道路上阔步向前。香港同胞既是这

一伟大征程的实践者，也是受益者。在维

护香港繁荣稳定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运筹帷幄，标本兼治，推动香港

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下一步

由治及兴打下坚实基础。作为一名香港

人，我将尽我所能，在国家繁荣发展进程中

担当积极角色。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叶建明表示，决议

是在中共走过第一个百年，国家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正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大历史时刻推出的，必将对包括香港在内

的中国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香港不仅不能缺席，

更是大有可为。香港社会应以高度的历史

自觉投入到这一进程中去。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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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11月17日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

悠久历史和文明，双方友好交往源远流长，留

下了许多值得铭记的感人故事。中以建交以

来，双方恪守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

重要原则，两国关系快速健康发展，各领域务

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方高度重视中以关

系，愿同以方以明年庆祝两国建交 30周年为

契机，推动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以经济优势互补，完全能

够进行互利共赢的合作。一些中国企业积极

参与以色列基础设施建设，许多以色列创新

企业到中国落户发展，双方合作打造了海法

新港、中以常州创新园、上海创新园等标志性

项目，创新成为两国关系的亮点和助推器。

中方愿同以方深化科技、农业、医疗卫生等领

域合作，拓展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领域交

流合作，厚植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欢迎以方

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

赫尔佐格表示，以方对中国的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化怀有崇高敬意，由衷敬佩中国人

民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下取得发展成就。

以色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曾向犹太

难民伸出的宝贵援手。以方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致力于深化以中友好关系。以方愿

同中方一道，办好庆祝两国建交 30周年系列

活动，加强科技、创新、经济、农业、体育等领

域交流合作。

双方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

强调，中方历来主张以巴双方在“两国方案”

基础上，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和平共处。中国

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守护者、中东发展的建设

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促进中

东安全稳定、发展繁荣作出不懈努力。

习近平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电话

每到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总会

吹响嘹亮的号角。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一次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通过了一份光辉的

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在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发出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洞察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汲取前行

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坚定

历史自信、坚持团结统一、坚定责任担当、坚

持自我革命，引领亿万人民以更加昂扬的奋

斗姿态奋勇前进，必将从胜利走向更灿烂的

辉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催人奋进。

重大历史关头的历史
性战略性决策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
瞩、审时度势，将全面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作为全会的鲜明主题

当历史的指针指向 2021，矢志复兴的中

华民族，行进到关键一程的关键节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建党百年之

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

召开的重要会议。

2021 年 3 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历史性、战略性决策：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先后召

开会议决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

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问题，成立文件起草组起草相关文件。

掌舵领航，习近平总书记为全会确定鲜

明的主基调，为文件标定清晰的航向：

“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周年、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历史关

头，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对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在新时代更

好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

之的优良传统——

回望来路，风雨如磐。党在重大历史关

头，制定重大历史决议，拨正了航船前进方

向。

在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华民族

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上，在 1981 年

改革开放大潮初起、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

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党先后制定两个历史

决议，都对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

今天，我们距离第一个历史决议制定已

经过去 76 年，距离第二个历史决议制定过去

了 40 年。40 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大大向前发

展，党的理论和实践也大大向前发展。

今天，我们来到又一个应当总结而且能

够总结的重大历史关头——回顾过去、展望

未来，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进行全面系统的

总结，既有客观需要，也具备主观条件。

对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成就和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30 周年时

党中央进行了认真总结，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作了系统总

结。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以史为鉴是中华文化

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

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如是强调。

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重视借鉴和运用

历史经验，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

党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取得胜利的

重要原因，是党的成功之道。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论述发人深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将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作

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提高到事关党和国

家工作全局的重要地位。

人们还记得，2013 年 1 月 5 日，面对新进

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习近平总书记

从六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

现在的历史过程，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程，强调要从世界社会

主义 500 年的大历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发展。

人们还记得，2013年 6月 25日，党的十八

大之后第一个“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继续加强

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

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到地

方考察，都要瞻仰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

所，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引领人们抵达历

史的深处，倾听历史的回响，揭示历史的逻

辑，阐释历史对今天的深刻启迪。

向历史寻经验，向历史求规律，向历史探

未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

全社会作出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宣传教育的总体部署。

建党百年之际，如何写好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总结”？

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

观进行着深邃思考和系统谋划。

（下转第二版）

牢记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诞生记

0.6克抗体一针，一针管一个月！

在北京地坛医院，新冠感染者接受了我国

自主研发的名为DXP-604的“同情用药”。使

用后患者体内病毒载量大幅下降，憋喘、味嗅觉

减退等症状明显好转，部分病人已康复出院。

一线临床表现使DXP-604有望成为新冠

特效药的“黑马”，更独特的是，在其他候选药大

多使用“一对抗体”预防新冠病毒逃逸时，

DXP-604实现了“单个抗体”就能防范变异株。

该药由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与丹序生物

联合开发。11 月 16 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独

家采访了研发团队带头人——北京大学李兆

基讲席教授谢晓亮。他表示，单个抗体取代

“抗体对”的特点使它的生产成本将是其他候

选药的三分之一以下，目前丹序已与国药集

团中国生物达成合作开发意向。

新冠特效药，长啥样？

DXP-604 是一种中和抗体药物，它的原

型是人体里本来就有的中和抗体。在与新冠

病毒过招后，患者本人的免疫机制会择优选

出“会打仗”的中和抗体。

这一步算“海选”，特效药就在其中。问题

是，特效药必须优中选优！过去优选抗体用时需

要以年计，因为中和抗体底数巨大，成千上万，而

且痕量捕捉不到。高通量单细胞基因测序技术

的发明，让研究者可以逐个细胞快速翻找。

作为单细胞基因组学的开拓者，谢晓亮

的实验室有着领先国际的技术优势。在全球

竞速研发中，抗体药研发就像沙石淘金，翻得

石头越多越可能捕获最强抗体。

北大团队在短短几个月内实现了对 8000

余个候选抗体的筛选。数据显示，基于超几

倍筛选，北大团队筛选出多个特效候选药，

DXP-604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也是为什么该药用于治疗时仅需 0.6

克，而且还能更少。“我们正在做爬坡实验，很

有可能 0.3克就够。”谢晓亮说。

病毒逃逸，怎么防？

新冠特效药研发瞬息万变！22 个月来，

全球资源快速聚集；几个月来，一大批候选药

因病毒频繁变异惨痛“折戟”。

新冠疫情反复、复杂对新冠特效药提出

了应对变异的更高要求。抗体配对是一种常

用策略，两个抗体与病毒的结合位点不同，当

一个抗体失效时，另一个还可以抑制病毒，例

如，再生元和礼来都采用了抗体对，但都有一

个抗体被德尔塔株逃逸了。

“我们有一个候选药 DXP-593 就被德尔

塔株逃逸了。”谢晓亮说，它的药效很高，反而

给病毒施加了巨大的进化压力，新冠病毒的

氨基酸序列发生变化，抗体失效。

逃逸代价惨痛。谢晓亮没有讳言：近一

亿元的研发经费打了水漂。

怎 么 办 ？ 谢 晓 亮 团 队 原 本 打 算 将

DXP-593 与 DXP-604 合用，但一种全新的

研究方法却带来了意外惊喜，单用 DXP-604

就能防住变异株。

“我们最新发展了一种高通量酵母显示

技术，把新冠病毒蛋白（S蛋白）受体结合域的

单点突变的所有 4000多种可能逐一与中和抗

体做了测试。”谢晓亮说，新技术能清晰显示

在不同抗体药物中，新冠病毒逃逸的可能性。

真实世界中出现的“逃逸”一一被验证，例

如，上述两家跨国药企“折戟”的候选药在测试结

果中也显示会在德尔塔变异位点处发生逃逸。

DXP-604 的测试结果令人意想不到，它

给了新冠病毒一个“两难”困局：要么不变异，

被 DXP-604 中和，要么变异“出圈”，但会变

化多到很难再结合到人体细胞上。让新冠病

毒 落 入“ 不 变 等 死 、变 是 找 死 ”的 境 地 是

DXP-604的“杀手锏”。 （下转第三版）

我国新冠特效药或再出“黑马”，能防变异株！
◎本报记者 张佳星

6月28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北京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这是盛典仪式。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习近平重要著

作上合组织国家语言文版推介会 17日在北京

举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印地文、普

什图文、达里文、僧伽罗文、乌兹别克文，第二

卷乌兹别克文和《之江新语》《习近平谈“一带

一路”》俄文版等 8种新书在推介会首发。

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

任徐麟在致辞中表示，这次推介会恰逢中

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时机很特别、

意义很重要。六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我们党

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百年奋

斗关键在党，党的力量关键在核心。习近

平总书记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

中国人民衷心拥戴的领袖，《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等重要著作是中国人民十分珍视的

思想宝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著作集中

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产生萌芽、实践源流、发展脉络和主要

内容，蕴含着坚定的人民立场、质朴的人民

情怀，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

党对自身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

刻认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

中国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开

放胸怀。这些著作为上合组织各国读懂中

国共产党、读懂新时代中国打开了一扇重

要的“思想之窗”。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伊马

莫维奇·诺罗夫等外方嘉宾在致辞中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著作阐述了中国的发展

理念、内外政策，充分反映了习近平主席治

国理政的思想和战略，是解析当代中国的

“钥匙”，从中可以更好地读懂中国，了解中

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推进改革的宏伟规划，

知悉中国的哲学、历史和文化，并有助于学

习中国经验。

推介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外文局

主办，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外文出版社和中

国外文局中东欧与中南亚传播中心（人民画

报社）承办。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

辉，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来自俄罗斯、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斯里兰卡等国驻华

使节及中外嘉宾出席活动。

活动中，中外嘉宾共同为首发新书揭

幕。中方还向外方嘉宾赠送了新书。

习近平重要著作上合组织国家语言文版推介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