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要闻 2019年4月27日 星期六
编辑/熊佩凤 图编/言琼 美编/胡万元 校对/黄蓉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6日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齐心开
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
主旨演讲，强调共建“一带一路”
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
地。面向未来，我们要秉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
廉洁理念， 努力实现高标准、惠
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
断前进。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采取一
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促进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

150多个国家和组织
同中国签署共建协议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
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
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首届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顺
利落实，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协议。 从亚欧大陆到非洲、
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
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
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
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
新实践， 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
繁荣之路。

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习近平指出， 面向未来，我
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
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
展方向不断前进。我们要坚持开
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
他的小圈子，推动绿色基础设施
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坚持
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运作，愿同
各方共建风清气正的丝绸之路。
我们要努力实现高标准、 惠民
生、可持续目标，引入各方普遍
支持的规则标准，尊重各国法律
法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
改善民生，让共建“一带一路”成
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
路”，关键是互联互通。我们应该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
现共同发展繁荣。中国将同各方
继续努力，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
等经济走廊为引领， 以中欧班

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
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
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我
们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通过
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
我们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
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
向发展。

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采取一
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
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

第一，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
场准入。中国已实施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继
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
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方位对
外开放，并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
控股或独资经营。我们将新布局
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探索
建设自由贸易港。

第二，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国际合作。中国将着力营
造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全
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大力强化执法，加强对外国知识
产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杜绝强
制技术转让， 完善商业秘密保
护，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
行为。

第三，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
服务进口。 我们将进一步降低关
税水平，消除各种非关税壁垒，欢
迎来自世界各国的高质量产品。

第四，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中国不搞以邻
为壑的汇率贬值，将不断完善人
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保持人
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
基本稳定。

第五，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
策贯彻落实。我们高度重视履行
同各国达成的多边和双边经贸
协议，加强法治政府、诚信政府
建设，建立有约束的国际协议履
约执行机制，按照扩大开放的需
要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在行政许
可、市场监管等方面规范各级政
府行为， 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
争、 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补
贴和做法，公平对待所有企业和
经营者，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

习近平强调，让我们携起手
来，一起播撒合作的种子，共同
收获发展的果实，让各国人民更
加幸福，让世界更加美好！

■据新华社

本报4月26日讯 今天下
午，湖南省实施中央和省惠台措
施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召开，会上
通报了全省落实中央和省惠台
措施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
部署安排。

省委副书记乌兰出席会议
并讲话，她强调，全省各地各部
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
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不折
不扣、 高效有序推进中央和我
省惠台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共同把中央和省惠台措施转化
为温暖广大台商同胞心灵的甘
霖，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早日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湖
南贡献。

省委台办主任肖祥清通报
了中央及省惠台措施实施情
况。 据省公安厅统计显示，截
至今年4月20日， 湖南省已受

理台湾居民居住证申请1578
人次，共签发台湾居民居住证
1557张。

乌兰要求， 要强化问题导
向， 着力提高惠台措施落实落
地的实效，着力打通服务台胞
台企工作“最后一公里”。政策
宣讲上要进一步做实做深，组
织专门力量以培训班、 讲座等
形式面对面开展惠台政策措施
宣讲解读，务求做到进机关、进
企业、进校园；在配套措施上
要进一步做实做细，结合各自
实际， 制订出具体实施细则；
在服务方式上要进一步做实
做优，把“放管服”改革要求植
入落实工作，实行“首问负责
制”“一站式”“马上办”等制度
模式， 提高各项政策落实、落
地的质量和水平。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本报4月26日讯 今天上
午，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

会议透露， 我省今年将表
彰415名先进集体和个人。表
彰的“五一”奖项有四类：一是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单位3个、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6
人、 全国工人先锋号集体26
个； 二是湖南省五一劳动奖
状单位30个、湖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98人、 湖南省工人
先锋号集体100个； 三是新时
代湖南省农民工“六项全能”技
能素质提升竞赛一、二、三等奖
获得者33人，其中，一等奖获得
者3人、二等奖获得者10人、三
等奖获得者20人；四是湖南省
实体经济企业优秀班组长99
人。 ■记者 石芳宇

本报4月26日讯 今天上午，
省委扶贫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重庆考
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的重要讲话
精神， 进一步总结成绩、 分析形
势、明确任务。省委书记杜家毫强
调，要保持一鼓作气、顽强作战、
决战决胜的信心决心， 聚焦脱贫
攻坚的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坚，
以实干实绩彰显精准扶贫首倡
地的担当作为，确保如期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 省委副书记、省
长许达哲主持， 省政协主席李微
微出席。

省委副书记乌兰宣读了《关
于2018年度脱贫攻坚工作考核

结果的通报》，省领导傅奎、黄关
春、黄兰香、胡衡华、谢建辉、冯
毅、刘莲玉等出席，副省长隋忠诚
宣读了《关于同意平江县等17个
县脱贫摘帽的批复》。会议以视频
会议的形式开到了村一级。

杜家毫强调， 要强化问题导
向， 坚持精准方略， 聚焦突出问
题，实施精准攻坚，把各项工作做
深做实做细。要在政治站位、思想
认识上再对标， 及时跟踪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今年以来对脱贫攻坚提
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做到
融会贯通、见诸于行，确保脱贫攻
坚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要全力抓
好深度贫困攻坚， 推动扶贫工作
重心、政策支持重心、项目布局重

心、 社会帮扶重心向深度贫困地
区倾斜， 突出抓好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改善。 各地既要确保“打
赢”的进度，也要注重“打好”的质
量，更要保证“稳住”的要求，决不
能为了“早退”而一味去“抢进度”
“做虚功”， 导致返贫和产生新的
贫困人口。

杜家毫指出， 湖南是精准扶
贫首倡地，更要扛牢政治责任，勇
于担当作为， 以强有力的组织领
导把脱贫攻坚推向深入。

许达哲要求， 全省各级党政
领导干部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以决战决胜的姿态，亲力亲为，尽
锐出战， 以脱贫攻坚的优异成绩
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
●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
●如果人为阻断江河的流入，再大的海，迟早都有干涸的一天
●尽管成就辉煌，但前方还有一座座山峰需要翻越，
还有一个个险滩等待跋涉

●中国人历来讲求“一诺千金”
●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杜家毫在省委扶贫工作会议上强调 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决不能为“早退”而“抢进度”“做虚功”

我省签发台湾居民居住证1557张
“五一”劳动节
我省将表彰415名
先进集体和个人

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这是
习近平和出席开幕式的外方领导人共同步入会场。 新华社 图

实施中央和省惠台措施工作推进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