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3 要 闻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９日 星期五版面编辑/张天南 程波

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的共同

愿望，顺应人民期待、推动人类进步是

历史赋予的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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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

增长成果”。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呼吁

各国超越差异和分歧，发挥各自优势，

推动包容发展，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

大国的道义与担当。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

经济增长成果，需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

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

提供了强劲动力，造福了世界各国人民，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

步的必然结果。这个大势不可逆转，不

依人的意志为转移。面对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抬头，面对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体制受到冲击，唯有顺应大势，共同应对

风险挑战，才是正确选择。中国是经济

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过去40

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

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

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

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

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

各国人民。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的

务实行动充分证明，中国不仅发展了自

己，也造福了世界。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

界经济增长成果，需要共同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在世界经济经历深刻调整

变革之时，只有开放才能使不同国家相

互受益、共同繁荣、持久发展，才是各国

应当作出的明智选择。“相通则共进，相

闭则各退”，各国应该坚定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

际经贸规则体系，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促进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

交流、融合。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强

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

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

越好。这正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的实际行动。中国将继续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提供开放合作

的国际平台。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务实

行动，正是为了推动全球共同开放，以

开放带来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

界经济增长成果，需要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方向发展。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

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

的0.6“危险线”。同时，全球产业结构

调整也给不同产业和群体带来了冲

击。面对这样的“发展赤字”，需要积极

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只有让经

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

可持续，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

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

衡，才能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

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习近平主席

宣布的进一步扩大开放五个方面重大

举措，正是以实际行动推动更高水平开

放、支持经济全球化，欢迎各国把握新

时代中国发展机遇，搭乘中国发展的

“快车”“便车”，实现共同繁荣进步。

“独木不成林，孤雁难成行。”牢固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

相向而行，推动各国共同发展、推动全

球共同开放，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

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我们就一定能

够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李克强 8日在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
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强调，群策群力，应变
克难，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韩
正出席

■李克强 8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
访问的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
席迪亚斯-卡内尔

■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标志式样和佩带
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栗战书 8日在京会见古巴国务委员
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均据新华社)

海关总署8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05万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3%。其中，出口13.35万亿元，增长7.9%；进口11.7万亿元，增长

15.5%。图为11月8日，货轮在山东青岛港外贸集装箱码头装卸集装箱。

新华社发

前十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同比增长11.3%

河南内乡，在中国地图上不过是个
山区县，因“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先天不
足一直发展滞后。2015年，全县有贫困
村 97 个，贫困人口 15998 户 44142 人。
就是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看来“希望渺
茫”的小县，今年底却有望脱贫摘帽！
靠的是什么？近日，笔者深入当地采
访，对其创新做法一探究竟。

“民兵示范”凝聚

攻坚力量

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县，内乡县在
扶贫中十分注重发挥民兵骨干的带动
作用。

2015年以来，该县人武部在发挥军
地桥梁纽带作用的同时，积极组织全县
民兵骨干投身脱贫攻坚一线，鼓励他们
大胆创业、争当先进，以看得见、摸得
着、感觉得到的脱贫成果为贫困户作示
范。

为把民兵骨干打造成脱贫攻坚的
生力军，在今年春季民兵组织整顿中，
该县人武部党委整合全县基层民兵骨
干力量，并根据地域产业优势和民兵自
身特长，组成了民兵扶贫工作突击队，
从技术培训、就业服务、项目开发、产业
带动等多个领域，为群众作出示范，形
成了广泛的辐射效应。

在七里坪乡，野獐村民兵干部耿新
恒带领民兵创建了该乡深山片区第一个
易地搬迁示范点；在马山口镇，退伍军人

徐振国帮建了一个黑猪养殖示范基地，
吸引了很多农户参与其中；在赵店乡，民
兵技术能手张新凡成立的扶贫制鞋车
间，吸纳 10多名贫困家庭人员在家门口
实现就业……一个个创业典型，成为带
动群众脱贫致富的榜样。很多民兵骨干
跟他们一样，不仅做强了自己的事业，而
且在脱贫攻坚一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成为村民学习的标杆。

从内乡县脱贫攻坚一线陆续传来
好消息：河南省脱贫攻坚年度考核结果
揭晓，内乡县被评为 2017年度全省脱贫
攻坚工作先进县，位列所在市各县区第
一名；今年 3月，在河南省拟退出贫困县
调研评估中，内乡县位列 33个贫困县之
首；6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题研讨了
内乡经验，计划在内乡建设可持续发展
示范区……

一条条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为内乡
县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注入了新动力。

“金融杠杆”撬动

贫困顽石

“山也好水也美，老百姓过得好才
是真的美”，这是内乡县各级干部的心
声。如今，伴随着脱贫攻坚捷报频传，
县财政收入也在快速攀升。尤其是去
年，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 10
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8.8%。

统计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创新举
措在发力使劲。

距内乡县城不远的大桥乡村民庞
老汉，属建档立卡贫困户。不过，2016
年以来他家的日子慢慢变好了，老两口
年收入 2万多元。按照国务院贫困户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 3000元的标准，他已经
实现了脱贫。

庞老汉家的收入主要来自四部分：
一是参加县聚爱合作社与当地养殖业
龙头企业合作的资产收益；二是参加政
府与光伏发电企业合作的资产收益；三
是老两口在村里扶贫车间的打工收入；
四是老两口享受的低保补助。四部分
收入中，除了最后一项，其他的来源都
离不开金融杠杆的撬动作用。

金融扶贫，这是内乡县的一个有效
做法。这几年，为发挥龙头企业的“火
车头效应”，他们摸索出“政府+企业+
合作社+金融机构+贫困户”的模式。
在这一模式指导下，当地引导贫困户以
政府发放的项目资金入股成立农牧专
业合作社，而后利用银行贷款建设标准
化猪舍。当地企业租赁猪舍后，每年除
支付贷款利息外，还给参股贫困户不低
于 3200元的分红。租赁到期，企业还会
一次性还清农户贷款本金。
“贫困户通过获取金融资源，与企

业合作形成资产，同时以企业和政府增
信形成有效的风险隔离，从而使贫困户
稳定分享企业成长红利。”内乡县县长
杨曙光说，庞老汉家的改变正是得益于
这一模式，而像他这样的例子在当地还
有很多。

“三带五联”激发

内生动力

2017年初，内乡县领导深入基层调
研发现，个别贫困户思想上出现“躺在政
府怀抱里”的苗头。为此，他们研究决
定，在全县开展“三带五联奔小康”活动。

所谓“三带”，即由党员干部、致富
能手、社会能人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共
同富裕。所谓“五联”，即联学、联帮、联
保、联争、联创。

实践中，他们按照居住地相近、血
缘相亲、层次互补的要求，分五户为一
组，三户非贫困户加两户贫困户组成脱
贫攻坚联户组，以党员干部、致富能手、
社会能人为组长，结成一个荣誉共同
体，并通过联学、联帮、联保、联争、联创
确保制度落实到位。

联户组不大，作用却不小。由于住
得近、关系亲，联户组组员经常聚在一
起互通扶贫政策和就业信息等，村民彼
此照应也更方便了。

这个“农户—联户组—村民小组—
村党支部”四级工作网络，建立了一整
套选拔、培训、奖惩等工作机制，有效缩
小了村级治理半径。每月 5日，贫困户按
照村规民约要求，由群众代表进行道德
评议，尤其是对勤俭持家、自力更生、发
展产业的授予红旗，树为大家学习的榜
样。贫困群众可凭不同颜色的旗子对应
的不同积分，到村爱心超市换取米面粮
油等实物。
“自从成立联户组，组长王建林常

来讲政策、唠家常，鼓励我树立脱贫信
心！”余关镇子育村贫困户王书敏养了 8
只羊，前不久又被评选为“最美脱贫攻
坚户”，整个人的精气神与以前大不一
样了。

他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国家出
台了很多优惠政策，自己一定要抓住机
遇、不懈奋斗，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而努力。

为了人民生活更美好
—河南内乡发挥民兵骨干作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吉 全 姚硕贤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8日上午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
迪亚斯－卡内尔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在第十
九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第二十八届
中国新闻奖、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颁奖
报告会 8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
并讲话，强调新闻战线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
神，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守
正创新做好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

黄坤明指出，增强“四力”是党中央对
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战线队伍建设提出的
总要求。新闻战线在增强“四力”上要当
表率、做示范，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
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工作队

伍。要以提高政治素质为根本，增强“四
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
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要以提升业务本领为关键，勤于学
习、善于思考、精于表达，培育强烈的专业
精神和过硬的专业能力。要以锐意创新
创造为紧要，保持思想敏锐性和开放度，
打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让新闻宣传更
富时代性、更有实效性。要以锤炼优良作
风为基础，深入基层群众、切实改进文风，
增强新闻报道亲和力吸引力。

黄坤明强调，各级记协组织要认真
履责，加强教育引导，强化激励示范，改
进服务联络，加强新媒体工作，更好把新
闻工作者团结凝聚起来。

黄坤明出席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强调

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守正创新做好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

本报北京11月8日电 中国国防
报记者杨明月报道：在第十九个中国记
者节到来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
《“好记者讲好故事”——2018年中国记
者节特别节目》，10位优秀选手讲述自
己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故事。解放
军新闻传播中心记者杜娟以《永不磨灭
的英雄宣言》为题的演讲，获今年“好记
者讲好故事”活动“最佳选手”。

为推动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
动深入开展，今年以来，由中宣部、中央
网信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记协主
办的第五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以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为主题，面向全

国新闻战线深入开展。全国 31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7家中央主要
新闻单位及 5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共
推荐 135名同志参加选拔赛。解放军新
闻传播中心记者杜娟的演讲，以宏大的
改革强军为背景，以饱满的感情、生动的
语言、丰富的细节讲述了采访英雄连队、
走近维和英雄的精彩故事，受到评委和
观众的广泛好评，最终入围决赛。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活动开展 5

年来，对引导和激励广大新闻工作者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积
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新闻
工作者良好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举行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记者杜娟获“最佳选手”

立冬已至，天寒昼短。川藏线普降
大雪，折多山曲曲折折的山路上，一辆辆
军车在雪夜疾驰。
“离金沙江堰塞湖还有 756公里。”8

日凌晨 2时，1号指挥车上，第 77集团军
某工兵旅旅长王健焦急地询问距离还有
多远，作训参谋彭匀虎操作北斗手持机，
迅速报上数字。

7日上午 11时 42分接到命令，部队
11时 50分就出动了。堰塞湖每天新增
库容 6700 多万立方米，早到一天，就能
早点展开救援，下游群众就多一分安全。

该旅是国家级抗洪抢险应急专业力
量，曾在排除四川北川唐家山堰塞湖、云南
鲁甸牛栏江堰塞湖、四川芦山“老虎嘴”堰
塞湖等抢险救援行动中担当主力。此次救
援，他们携带漕渡门桥、汽艇、冲锋舟等60
多台救援设备，挑选精干力量紧急前往。

行驶在冰雪路上，曾多次参加重大
抢险救灾行动的驾驶员刘博丝毫不敢大
意。因连续急行军 10多个小时，他不时

掏出自备的干辣椒塞进口中提神。深夜
走川藏线，是他当兵15年来头一回。
“这次任务对部队远程机动能力是

一次考验。”该集团军领导介绍，为了赶
时间，车队不安排宿营，只安排短暂休
息，驾驶员按三个波次轮换驾驶，官兵以
车为床，困乏了就在车上打个盹。

深夜，车外雪花纷飞。一些官兵不
同程度地出现头晕、眼睛胀痛、嗓子发痒
等高原反应症状，伴随保障的 4名医护
人员在休息间隙进行巡诊。清晨 6 时
许，晨曦初露。道路暗冰越来越多，车辆
都加装了防滑链。车队前方，地方政府
组织护路人员在争分夺秒地破冰开道。

搭载救援设备的车辆排成一条长
龙，疾驰在初冬的高原雪路上，成为沿途
群众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600 公
里、500 公里……从海拔 4000 多米的折
多山到海拔更高的高尔寺山，200 余名
官兵离金沙江堰塞湖越来越近。

（本报甘孜11月8日电）

金沙江堰塞湖抢险救援紧张进行，第77集团军

某工兵旅闻令而动—

雪夜疾驰川藏线
■金 涛 本报特约记者 彭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