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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
2018.4.8-2018.4.11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

“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人类社会

向何处去？亚洲前途在哪里？”在博鳌

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这些“时

代之问”，深刻分析世界大势和时代潮

流，明确提出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

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的中国方案，充

分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宽广胸襟、深邃

目光和历史担当，赢得与会嘉宾高度

认同，引起国际社会对“时代之问”的

广泛思考。求解“时代之问”，最根本

的就是要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

势，顺应时代潮流。

当今世界，什么是滚滚向前的潮流

和大势？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给

出了三个关键词：和平合作、开放融通、

变革创新。放眼今日全球，和平与发展

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

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

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世界已经成

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

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

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才能

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变革创新是推动人

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

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

就会被历史淘汰。面对这样的世界大

势，唯有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

为，才能创造历史、成就未来。

40 年前，中国共产党作出改革开

放的关键抉择，正是对世界大势的顺

应，对时代潮流的把握。40年来，改革

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深刻改

变了中国，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实现了

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

越；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国始终成为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40年历史充分表

明，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必然成功，也

一定能够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

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

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

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

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

在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提出

一个鲜明论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

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

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今天

的世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

挑战前所未有、逆全球化趋向不断涌

现。当此之际，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前

进还是后退，考验着人们的胸襟、眼界

和智慧。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求

我们在不畏浮云遮望眼中把握历史规

律，在善于拨云见日中认清世界大势。

尽管前进道路上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

的困难和挫折，尽管发展大潮中可能

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风险和挑战，但只

要我们顺应潮流和大势，坚持开放共

赢，勇于变革创新，就定能让亚洲和世

界变得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今

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

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

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顺应世界

大势，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和世界的未来

一定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11日电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于11日
下午在海南博鳌落下帷幕。来自6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多位代表在
这里展开了智慧与思想的碰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本届
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
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

本届年会以“开放创新的亚洲，
繁荣发展的世界”为主题，四天时间
里共举行了 60余场各种形式的分
论坛或圆桌会议，2000多位代表围

绕全球化与“一带一路”、亚洲的开
放、创新和改革再出发等关键词进
行了深入探讨。

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年会闭幕
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年会是在全
球化和自由贸易面临挑战、未来走
向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举行的，
来自亚洲和世界各地的政、商、学、
媒各界领袖集聚一堂，共同探讨全
球化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模式，为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的全球
化贡献亚洲智慧和亚洲方案。

新华社海南博鳌 4月 11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日在海南省博
鳌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
坛 2018年年会的吉尔吉斯斯坦前
总统阿坦巴耶夫。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见到老朋
友。发展中吉战略友好关系，是中
国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方支持吉方根据本国国情
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奉行的内外政
策，对吉方发展成就感到高兴。中
国对吉合作，着眼于睦邻友好，始终
以义为先。近年来，中吉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取得一批重要早期收获，

对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中
方愿同吉方一道，搞好有关项目，将
两国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希望你
作为吉执政党主席，为中吉关系发
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阿坦巴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昨
天作了非常精彩的演讲，对人类社会
应当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令世人钦
佩。当前吉中关系已经发展到战略
伙伴水平。感谢中方对吉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的帮助。我愿继续致力于
推动加强吉中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等
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吉尔吉斯斯坦
前总统阿坦巴耶夫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闭幕

把握历史规律 认清世界大势
——二论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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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暖，花香浓。眼下正是桃花
盛开的季节，在尉氏县张市镇郭家村
的万亩桃园内，来此观赏桃花的游客
络绎不绝，周末高峰期达到 3 万多
人。春季赏花、夏季摘果，万亩桃园已
成为尉氏县生态观光休闲农业的一张
亮丽名片。近年来，张市镇积极引进
30多个大桃品种，发展早、中、晚熟格
局，多方联系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提升景观资源，发展吃农家饭菜、
观农家风景、住农家宾馆等观光旅游
产业，谋划乡村振兴大文章，加快向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迈进。
2017 年，该镇农业总产值完成

9.64亿元，增长12.5%；工业增加值完
成 69.2 亿元，增长 112.9%；公共财政
收入1.12亿元，增长159%；粮食总产
量36070吨，增长13.4%；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13226元，增长37.4%。

党旗猎猎分外红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基

层党组织事关基层长远发展。如何让
基层干部稳得住心神、耐得住寂寞，同
乡亲们一道务实苦干，振兴乡村？
2014年以来，张市镇党委先后调整充
实了 5名年轻村党支部书记，优化了
干部结构，先后12次集中培训镇村党
员干部 4000 多人次。“树党旗、颂党
恩、跟党走”，党旗猎猎分外红。为了
营造氛围，该镇在全镇主要道路两侧
树党旗，在党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
摆党旗，每月“党员活动日”期间组织
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通过党旗凝聚
战斗力、通过重温誓词增强向心力，该
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员意识和大局
意识得到明显增强。

张市镇党委书记杨民强告诉记者，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

的基石，张市镇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
锻炼，筑牢党性基础，既是党的事业发
展需要，也是对党员的时代要求。

挂党旗，戴党徽，学党章，知党情，
议民事，作公开……张市镇创新载体、
搭建平台、狠抓基层、夯实基础，努力
把“党员统一活动日”打造成党员学习
教育日、组织生活落实日、基层民主议
事日、党务政务公开日、联系服务群众
日，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党支部的凝聚
力、战斗力，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推
动了全镇党建工作的全面提升。

务实发展惠民生

春分过后，张市镇沈家村农民纷纷
走进田间地头，紧抓农时开展田间管
理。该村支部书记石长锁告诉记者，全

村共有3100多亩耕地，168眼机井都
通了电，浇地已全部实现了电气化。“别
的地方浇地时全家齐上阵，俺村抗旱浇
麦省工省事，一个妇女就干完了。”

据了解，张市镇已累计争取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7.5万亩，投入资金1亿
多元，实现了农业综合开发全覆盖。
同时，大力发展“小麦—西瓜—辣椒—
玉米”的间作套种模式2万多亩，实现
了一年三熟、四熟，每亩地年收入可达
4000多元。

张市镇镇长李连江告诉记者，四
年来，全镇上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党建、民生、乡村振兴等各项事业取得
了显著发展。

2014年以来，张市镇党委、政府坚
持以净化、绿化、亮化、美化为目标，累

计投入资金1900多万元，重点整顿了
沿街摆卖、占道经营、占道加工等问题，
统一制作门头牌匾、户外广告，对主干
道两侧进行硬化、绿化、亮化，新建了规
范化的垃圾中转站，配备了大型垃圾清
运车，实现镇区垃圾的日产日清。

该镇大力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截至目前，全镇25个行政村已有
70%的村达到了示范村或整治村标准。

精准脱贫暖民心

张市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
贫，加大企业带贫力度。该镇共有 3
批贫困户与企业签订金融助推脱贫协
议，贫困户以小额贷款入股带贫企业，
共计 315户，贫困户每年以股金获得
8%—10%不等的分红。该镇重点引

进了边岗恒昌服装加工基地、坡庄锦
晟纺纱加工基地两个扶贫产业基地，
在基地务工贫困群众 22人。镇政府
积极引导贫困户发展特色种植和养殖
业，全镇582户贫困户中，从事高效经
济作物种植、畜禽养殖的共298户，共
发放到户增收项目资金117.29万元。

近年来，镇党委、政府累计投资
360多万元，争取各类项目资金550余
万元，对陆口村、边岗村、坡庄村的入
村主干道、村内排路进行了硬化，新建
了标准化卫生室、文化活动广场、文化
活动室等。张市镇积极与县直部门沟
通配合，从就业、医疗、低保救助、教
育、住房改善、社会关爱等多个方面制
定帮扶措施，确保政策落实到位，确保
帮扶实效。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张市镇将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
署，努力实现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激
活“三农”发展新动能，实现农业兴镇、
富民强镇、乡村美丽的发展目标。

（孙俊旗）

尉氏县张市镇

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凝聚发展信心——
回答时代之问，释放共

创繁荣的强烈信号

4月 10日上午，习近平发表重要
主旨演讲。

万众期待的演讲，指明了世界应
何去何从的正确方向，在重要的时刻
提供了正确的答案。

当今世界已是利益共同体——
“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
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
然选择。”

当今世界已是责任共同体——
“对话协商、共担责任”“只有坚持和平
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
多赢。”

当今世界已是命运共同体——
“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人类
面临着新的重大抉择。”“共创和平、安
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之初的亚洲，
经历金融危机重创不久，经济复苏进
程艰难，亚洲国家唯有加强对话、协调
合作才能突破困境、重塑未来。

也是那一年，中国正式踏入世界
贸易组织的大门。

17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由世纪之
初的世界第六跃升至世界第二，成为
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
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成为世界经济
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17年
来，亚洲经历金融危机后的复苏乏力，
成为世界最具活力和最为开放的地区
之一，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全球增长。

2010年、2013年、2015年，今年
已是习近平第四次出席论坛年会，他
在论坛上发表的一系列极具前瞻性和
战略性的真知灼见和倡议主张，已经
成为当今亚洲和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
并付诸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积极作
为的务实行动，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担
当，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商共建共
享，在合作共赢的阳光大道上行稳致
远。

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
签署合作协议，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标
志性项目成功落地，“一带一路”建设
展现出蓬勃生机；中国寻求与各国利
益交汇的最大公约数，一起做大共同
利益的蛋糕……

贡献治理良策——
高擎改革开放大旗，中国

方案为全球发展增添新动力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习近平 11日集体会见博鳌亚洲
论坛现任和候任理事时再次突出强调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启示。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我们改革的步伐不会
停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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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期间释放的信号，彰显出中国继
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也让世界吃上“定心丸”。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
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
择，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
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
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
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
献率超过30%……如今的中国已成世
界经济的强劲引擎。

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中国，
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
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主动扩大进口”……习近平在

主旨演讲中宣布的重大开放举措，勾
勒出中国对外开放全新局面的明确路
径，也必将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注
入新的澎湃动力。

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中国，
传递出令人期待的新希望——

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中国倡议
的“一带一路”、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中
国新四大发明……论坛期间呈现出的

“中国未来”“中国方案”和“中国智
慧”，引发与会嘉宾的热切讨论。

汇聚全球共识——
携手同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我希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
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
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
和世界。”习近平在论坛开幕式上的这
句话，道出与会嘉宾的共同心声。

5年前，习近平在博鳌的演讲中提
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
世界”“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3年前，他在博鳌提出：“通过迈
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

今天，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他进
一步发出时代强音——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
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
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

查阅历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
题，“亚洲”“共赢”“世界”“开放”频繁
出现；中国领导人历次主旨演讲中，

“建设”“亚洲”“开放”“合作”“经济”
“共赢”，更是不可少的高频关键词。

实践昭示未来。把握历史规律，认
清世界大势，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
形势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
界各国应对挑战、实现发展的必然选择。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在全球铺展开合作共赢
的恢弘画卷。3年前，正是在博鳌亚
洲论坛 2015 年年会期间，中国发布

“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蓝图。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

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
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
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习近平在
此次年会上如此表示。

敞开胸襟，方能合作共赢，昭示世
界经济新前景；同舟共济，方能行动一
致，汇聚勇毅前行的动力。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11日电）

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

□大河财立方记者 周世龙
段伟朵 赵心瑗 古筝

作为中国著名的女企业家，格
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给人的印象是

“霸气”十足。她在本届博鳌亚洲论
坛参加了多场活动，聊到最多的是
如何做实业、如何适应新技术、如何
践行企业家精神。

她与河南颇有渊源。去年，她
半年内三赴洛阳，布局两大项目，各
投150亿元，引起广泛关注。4月 9
日晚，董明珠在博鳌亚洲论坛现场
接受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道出密
集在洛阳投资布局的原因。

去年，在董明珠成为珠海银隆第
二大股东，担任董事兼名誉董事长不
久，就把目光锁定了河南。当年8月
8日，洛阳市与银隆项目合作签约仪
式在郑州举行，董明珠及银隆高管悉
数出席。这也宣告银隆将在洛阳打
造产业基地——银隆新能源(洛阳)产
城融合产业园，总投资150亿元。仅
1个月之后，董明珠再度在洛阳“落
子”，计划投资150亿元建立中国洛
阳自主创新智能制造产业基地。

早在2010年10月9日，格力电
器郑州产业园就落户于郑州高新区，
这是格力电器全球第七个生产基
地。7年多过去了，董明珠当年的布

局，也让双方实现了共赢。数据显
示，目前郑州格力产业园实现家用空
调年产600万套，成为中原地区最大
的空调生产基地。

董明珠对河南的偏爱并不止于
此。2017年11月底，董明珠先后赴
洛阳考察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和
中航光电等公司，有意参与相关企
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7年间，被贴上董明珠标签的格
力电器与珠海银隆密集投资河南，究
竟是为何？董明珠表示，“之所以选择
投资洛阳，主要是从企业发展格局出
发。洛阳是一个工业发展重地，过去
传统的产业要升级，要改变，我觉得我
们自己能够用共享的思维，把格力的
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带到洛阳去。”

与董明珠一样，近两年，还有不
少世界500强级别的企业纷纷加速
了在河南的布局。2017 年 1月 22
日，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来豫考察投
资上汽集团郑州基地一期项目，投产
仅3个月，产量便超过2万辆。2018
年1月2日，上汽集团又正式启动自
主品牌郑州基地二期项目建设。此
外，汉能控股、远大等一大批知名企
业也纷纷开始逐鹿中原，为河南的发
展提供新的动能。

中原沃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资本纷至
沓来。③4

董明珠博鳌接受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

布局中原 实现双赢

与世界同行，汇聚共识和力量。4月8日至11日，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名嘉宾在博鳌交流

互鉴，议共促亚洲和世界繁荣大格局，商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大计。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作重要主旨演讲，引发全球热烈共鸣。中

国声音、亚洲声音、世界声音，汇聚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

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已是

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
发表的主旨演讲，特别

是中国将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的
积极信息，为当今世界增加了
确定性和希望。世界需要像中
国这样的领导力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拉加德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

其身，开放是最好的答案。”

法国前总理 拉法兰

期待深化两国合作，共
同打造共建‘一带一路’

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荷兰首相 吕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