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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巴林国王

哈马德就中巴建交 30 周

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巴

林首相哈利法互致贺电

要 闻 播 报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在北京召开，目
前已有包括近 40 位外方领导人在内的上百个国家代表确认与
会，规格将明显超过两年前的首届论坛。这些信息令人直观地
感受到，“一带一路”聚人气、得人心，全球影响力愈发强大。

5 年多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时，一些有识之士就预言它的强大生命力。但恐怕很多人未
曾预料到，5 年多来，“一带一路”在全球行进的脚步如此之
快，得到的认同如此之广，带来的改变如此之多。

“一带一路”的果实是一项又一项“零的突破”。在马尔代
夫，它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第一座跨海大桥，连通岛屿，便利
出行；在斯里兰卡，它是这个国家 1948 年独立以来的第一条
新建铁路，跨越丘陵沼泽，让旅程变得平顺快捷；在黑山共和
国，它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穿越群山、打
通南北……打破山海的阻隔，拓展人们的视野，这些“零突破”

使得许多地方“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多少人多少年的
愿望得以成真。

“一带一路”的果实是一个又一个“新的转机”。在孟加拉
国，中国投资开设的制帽工厂，为全球制帽，也为村庄摘掉贫
穷的帽子；在塞尔维亚，当地曾濒临倒闭的百年老厂斯梅代雷
沃钢厂被中企收购，短短半年扭亏为盈；在希腊，比雷埃夫斯
港在中方经营下欣欣向荣，逐渐成为“地中海明珠”；在埃及，
中国投资使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第三大玻璃纤维生产国……让
生计有着落，让生活有盼头，这些“新转机”把“被遗忘的土地”

变成“希望的田野”。
“一带一路”的果实是一处又一处“绿色足迹”。在老挝，中

国企业建造南欧江梯级水电站，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还因突
出的贡献获得环保表彰；在哈萨克斯坦，中哈合力对工艺滞后
的奇姆肯特炼油厂进行环保改造，既满足了消费需求，又守护
了一方春色；在越南，中企承建了当地首个现代化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为周边企业提供绿色电能，让当地的蓝天碧水得到
呵护……以发展为主线，以环保为“红线”，这些项目见证了
“一带一路”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留下的绿色足迹。

“一带一路”的果实还是人才的成长、民心的相通。在各个
广袤的大陆上，一批又一批当地民众，因参与“一带一路”项目
掌握了专业技术，积累了管理经验，锻炼了科研能力，成长为
家乡建设和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从文化年到艺术
节，从设立专项奖学金到举办智库研讨会，一个又一个人文合
作项目百花纷呈，在包容互鉴中拉近了人心的距离。

计利当计天下利。丝路之利，让人们感受到共商共建共享
的力量，体会到携手合作谋求共赢的益处。这样的经历让更多
人理解，你赢我输、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已然陈旧过时，互利
共赢、和合共生才是打开未来的正确方式。

5 年多来，“一带一路”这颗种子已经在世界落地、生根、
发芽、壮大，它收获的累累硕果见证了梦想和行动的力量，是
人类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预示着更加光明而美好的未来。

(记者韩冰、韩墨、韩梁)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丝路的果实如此芬芳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王
雨萧、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
人袁达 18 日说，截至目前，中国已与
125 个国家和 29 个国际组织签署 173
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袁达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近 6 年来，中国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在政策沟通方
面，与我国签署合作文件的既有发展
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发达
国家的企业、金融机构与我国合作开
拓第三方市场。

设施联通方面，中老铁路、中泰铁
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等项目扎实推
进，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
斯港、哈利法港等建设进展顺利。到今
年 3 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超
过 1 . 4 万列，基本实现“去一回一”，通
达境外 15 个国家 50 个城市。

贸易畅通方面，2013 年至 2018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
贸易总额超过 6 万亿美元。中白工业
园、中阿(联酋)产能合作园区、中埃苏
伊士经贸合作区等稳步推进。

资金融通方面，中国先后与 20 多
个沿线国家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
排，与 7 个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
排。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建立了
能力建设中心。截至 2018 年底，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沿线国家累计实
现保额 6000 多亿美元。

民心相通方面，在科技交流、教育
合作、文化旅游、绿色发展、对外援助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

袁达说，中国将遵循市场原则和国际惯例，发挥企业主体
和政府引导作用，落实好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将达成的成果，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扎实推进
互联互通建设，持续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大力拓展第三方市场
合作，促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王雨萧、于佳欣)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高峰 18 日说，2013 年至 2018 年，我国企业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 900 亿美元，年均增长 5 . 2%。
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 6000 亿美元，年均
增长 11 . 9%。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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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我要以钉钉子精神反反复复地去抓”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专题调研脱贫攻坚
人民日报记者杜尚泽、新华社记者张晓松

一个村，一个会。阳春时节，习近平总书
记飞赴重庆，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看的村，是大山深处的贫困村，名叫华溪
村。它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镶嵌在
群山高山之中。越过千山万水，千里迢迢来到
这里，总书记就是想实地了解脱贫攻坚进展
情况，看看贫困地区的新面貌。

开的会，叫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跨省区座谈会。“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
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是共产党人
面向世界的铮铮誓言和郑重承诺——— 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
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聚
焦问题，就难点议对策，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这个会不是清谈会，而是冲着问题来的，
是要实打实地研究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的。

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
新中国成立 70 年、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共
产党人矢志不移的初心、孜孜以求的目标，也
是习近平总书记长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
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在梁家河，
他最大心愿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到了
正定，他甘冒风险也要摘了“高产穷县”的帽
子；在宁德，他带领探索“弱鸟先飞”的脱贫
路。一直到省里、到中央，扶贫这件事他始终
“花的精力最多”。习近平总书记说：“我提倡
钉钉子精神，这得从我做起啊！这件事我要以
钉钉子精神反反复复地去抓。”

党的十八大至今，中国不断刷新的减贫
成绩单令世界惊叹。从 2012 年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 9899 万，减少到 2018 年的 1660
万，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天，这个数字都
在变化。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贫困难题，进入
了决战决胜的倒计时。

众志成城，越战越勇。习近平总书记
说：“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我
们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

大山深处的特殊“抽查”

走进老党员、已脱贫户马培清家，已是下
午五六点钟。4 月 15 日这一天，习近平总书
记一早从北京出发，乘飞机抵达重庆，再转火
车、换汽车，翻过一座座山、爬过一道道梁，一
路奔波，来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
村。

雨后初霁，连绵的七跃山郁郁葱葱。华溪
村祖祖辈辈在山脚下的“巴掌田”耕作，脱贫
的步子也慢了些。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
村子的情况介绍：建档立卡贫困户 85 户、
302 人，其中 8 户、19 人还没有脱贫。

马培清家很热闹。村民代表、基层干部、
扶贫干部、乡村医生，还有已经摘帽的脱贫
户，小院里笑语欢声。总书记亲切地招呼大家
坐下来细细聊。

“换了三种交通工具到这里，就是想实地
了解‘两不愁三保障’是不是真落地。我们在奔
小康。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扶贫
工作做得怎么样。贫困群众脱贫最基本的标
准，就是‘两不愁三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笑着
补充了一句，“这次到重庆来，就抽查你们一
个点。”

乡亲们都有一肚子的心里话。靠帮扶摘
帽的村民汪从兴抢先发言，他没说两句就哽
咽了。迎着总书记鼓励的目光，他讲述了自
家的故事：两个娃儿上学，母亲重病，家里曾
经穷得揭不开锅。而今，每年 1000 多万贫困
群众脱贫，他是其中一个。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倾听，不时插话。等到
大伙发言告一段落，他给乡亲们一条条梳理
“两不愁三保障”的进展。

“咱们国家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家家都有
补丁衣服。我也是穿补丁衣服长大的。但是现
在到全国各地去，包括偏远的山村，大家穿得
都很整齐，铺盖床褥也很少见补丁。”

“再说粮食，我刚才看的两户人家都有两

三个粮垛子，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听说这些
粮垛子装的多是前年收获的粮食，习近平总
书记颇为感慨，“过去在陕甘宁边区，形容年
头好是‘耕三余一’。现在你们‘耕一余三’，一年
种的粮食吃个三四年。”

小院里笑声朗朗。华溪村也是中国特困
地区的一个缩影。总的看，“两不愁”已基本解
决，“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次抽
查，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等
看得格外仔细。

年仅 11 岁的陈锐是马培清的孙子，他也
歪着小脑袋认真听。下午总书记先去了村口
的中益乡小学，他已经看到了习爷爷。一放
学，又赶上习爷爷来家里做客。和蔼亲切的习
爷爷，让他一点也没感到陌生。习近平讲起了
学校调研的观感：

“学校正在盖宿舍楼，就是为了解决一些
孩子上学远的难题。食堂二位师傅，服务全校
157 个学生和 23 个老师，午饭四菜一汤。我
想起咱们开始扶贫的时候，推行每个孩子保
证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现在每顿标准涨

到了 6 块钱，比当初丰富多了。通过补贴，学
生家长负担也不重。我还注意到一件事，孩子
们都说普通话，这说明教学规范了。”

小陈锐听了不住地点头。
贫困户张剑峰坐在总书记左侧长条凳

上，他给总书记算了算自己的医药费。“前年
查出了鼻咽癌，党和政府雪中送炭报销了 8
万。”一旁的中益乡卫生院蒋凤插话说，像这
种因病致贫，中益乡还有 200 多户，我们实
施了资助参保、先诊疗后付费和大病救助兜
底。

对因病返贫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十分上
心：“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是防止老
百姓因病返贫的重要保障。这个兜底作用很
关键。脱贫攻坚明年就要收官，要把工作往深
里做、往实里做……”

晚霞满天，山村如画。习近平总书记离开
村子时，乡亲们聚在村头，争相同总书记握
手，依依不舍。

回到重庆市里，已是夜深。总书记仍挂念
着山村的乡亲们： （下转 2 版）

新华社记者于长洪、刘懿德

“原来春季白衬衣真的穿不住，不到半天领
子、袖口就黑了，现在煤灰、粉尘明显减少了，也
敢穿白衬衣了，两天下来还是干净的。”对比家
乡霍林郭勒市这几年的环境变化，在机关工作
30年的沈保才激动地说起“白衬衣指标”。

4 月中旬的晴空下，沈保才身侧的河东
一路干净整洁，而他身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标语牌十分醒目。仿佛佐证似的，其
间走过的行人大半都是薄大衣、夹克内翻着
白色的衣领。

霍林郭勒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最
北端的科尔沁草原腹地，因辖区的霍林河煤
矿是我国五大露天煤矿中最早被开发的一
个，已探明煤炭储量 119 亿余吨，被称为“草
原煤城”。

前些年，粗放的挖煤卖煤成为城市发展
的主动力，当地一度长期浓烟滚滚、粉尘遍
地、黄沙漫天，被戏称为“路上走一圈满脸都
是灰”的“黑城”。

环境恶化的结果是群众不满意，发展没
后劲。“不只有钱人挣了钱就走，普通工薪阶
层退休后也想办法搬到外地去，这里空气太
差，没法养老啊！”企业退休干部杨著权坦言。

2016年 6月，中央环保督察对霍林郭勒市
提出严厉批评，环境治理风暴就此展开。“我们

狠抓工矿项目、高载能项目环保配套设施建
设，力推系统生态治理，坚决走高质量发展的
路子。”霍林郭勒市委书记张鸿福说。

煤炭采掘洒水降尘、封闭运储，实现了
“储煤不见煤、运煤不露煤、产煤不散烧”；
对历史上形成的 6 . 9 万余亩矿山排土场
进行治理；3 年新增城市绿化面积 260 万
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 46%。

特别是，18 台火电机组将于今年底全
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而建成投产的电解
铝产能已全部实现超低排放，整体减排
90% 以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公司的一个控
制室内，显示屏上的排放数据正实时更新，
总经理葛贵君说，2017 年公司投入 3 亿余
元进行超低排放改造，烟尘、二氧化硫、氟

化物排放量远低国家铝工业标准和超低示
范设计值。

“高精尖、不冒烟”，现在的霍林郭勒蓝
天白云、山清水秀，今年前三个半月，当地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已达 96 天。

现在不仅穿白色、浅色衣服的人多了，
城市的人气也越来越旺。据统计，3 年来当
地常住人口平稳增长，60 岁以上老年人年
均增加 1000 人以上，彻底扭转了“本地挣
钱，异地养老”的现象，房屋销售也开始回
暖。“家乡越来越宜居了，出去养老的人少
了。”沈保才说，“打造生态屏障、构筑万里
绿色长城，不仅需要政府重视，也需要普通
人参与，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傍晚时分，河热木特带状公园里散步
的居民络绎不绝。落日余晖映衬下，四季常
青的樟子松、云杉树愈显苍翠挺拔。

特地戴好漂亮纱巾出门的张艳玲拿出
手机在树下自拍，她边拍边笑道：“以前买
纱巾是为了防风防沙防尘，现在是当饰品
用，这才是纱巾最美的使用方式。”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霍林郭勒人敢穿白衬衣了

▲ 4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座谈会。这是 4 月 15 日下午，习近平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同村民代表、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等围坐在一起，
共话脱贫攻坚。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浙江村”

重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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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千年，“最后的

沙漠部落”迁入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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