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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5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5日向博鳌亚洲论坛2017
年年会开幕式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16
年以来，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在凝聚亚
洲共识、推动亚洲合作、提升亚洲影响力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东道主，中
方为论坛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对论坛
历任理事、咨询委员和各界人士所作的
贡献表示感谢。

习近平强调，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以“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为
主题，体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
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关注。希望与会嘉

宾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解决世界和区
域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贡献智慧，共同
推动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
济全球化进程。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5日电（记者
张旭东 白洁 王晖余）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5日在海南
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开
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经济全球
化 共同开创亚洲和世界美好未来》的主
旨演讲。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
多位政界、工商界代表和智库学者参加
开幕式。

张高丽在演讲中说，今年1月，习近

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表重要演讲，对经济全球化问题进行
了深刻阐述，为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
的困难和挑战、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繁荣
和进步指明了方向。亚洲国家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创造
了亚洲奇迹；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
亚洲机遇；走出一条亚洲特色的现代化
道路，积累了亚洲经验。要牢牢把握世
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总结亚洲经验，
弘扬亚洲智慧，携手推动经济全球化与
自由贸易，共同打造亚洲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

张高丽强调，要共同坚持和平发展，

树立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
境。要大力促进创新发展，按照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重要共识，向创新
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建设创新型世界
经济。要携手引领开放发展，推动建设
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利益融合的大市
场，构建面向全球的经济合作和自由贸
易网络。要积极践行共享发展，推动经
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普惠性，促进全球
范围平衡发展。要努力推动公正发展，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为全球经
济增长提供有力保障。

张高丽表示，今年将召开党的十九

大，也是中国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
一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
之年。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
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全面做好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各项工作，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

张高丽指出，中国坚定不移实施对
外开放战略。我们将进一步放宽外商投
资准入，在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
购、享受《中国制造2025》政策等方面对

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全面实施清单管理
制度，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让中国
市场更加透明、更加规范、更有吸引力。
中国愿同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
一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新
贡献。今年5月，中国将在北京举办“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合作大
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让“一
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开幕式上，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密
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克里斯琴、尼泊尔总
理普拉昌达、阿富汗议会长老院主席穆斯
利姆亚尔、缅甸副总统吴敏瑞先后致辞。

周小川、梁振英出席开幕式。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
习近平向开幕式致贺信

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海南，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对本次年会高度重视，专
门发来贺信。在此，我代表中国政府，
对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本届论坛年会以“直面全球化与
自由贸易的未来”为主题，契合当前形
势，呼应各方关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和现实意义。希望与会代表围绕年会
主题加强交流，相互启迪，凝聚和扩大
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共识，
为亚洲和世界的稳定、发展与繁荣作
出积极贡献。

亚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
荣离不开亚洲。亚洲国家几十年来快
速发展的历程，就是不断深入参与经济
全球化的进程。亚洲国家坚持拥抱而
非排斥经济全球化，始终是经济全球化
和自由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
者，既收获了经济全球化的累累硕果，
也为经济全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亚洲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
化，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亚

洲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
批批赢得独立的亚洲国家抓住经济全
球化机遇，确立贸易立国战略和经济
发展赶超战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积
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区域合作，踏上了
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不少亚洲国家连
续多年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今天的亚

洲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
的地区。

——亚洲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
化，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亚洲
机遇”。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亚
洲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
重要引擎， 下转A02版▶

携手推进经济全球化
共同开创亚洲和世界美好未来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7年3月25日，海南博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张高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3月25日，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博鳌3月 25日电（记者彭青
林）今天下午，省长刘赐贵在博鳌会见了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的缅甸
副总统吴敏瑞，双方就深化海南与缅甸
的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

刘赐贵对吴敏瑞一行来访表示欢
迎，简要介绍了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情
况，并愉快地回顾了去年访缅以来双方
务实合作的丰硕成果：双方互相拍摄宣

传片并播出，增进了相互了解，扩大了双
方交往；海口与仰光实现了通航，昨天两
市又签署了结好合作的协议。他说，此
次敏瑞副总统率团参加论坛，并在论坛
年会上发表精彩演讲，给我们留下非常
深刻的印象。缅甸代表团这次还到海南
各地考察，必将进一步促进海南与缅甸
的友好交流，推动双方合作向更多领域、
更深层次拓展。

吴敏瑞对海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表示祝贺。他说，去年刘省长访缅以来，
双方合作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
通过在海南的实地考察，了解到海南在农
业、旅游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双方合作潜力
巨大、前景广阔。相信随着双方合作不断
深化，必将取得更多成果，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省政府秘书
长陆志远参加会见。

刘赐贵会见缅甸副总统吴敏瑞

本报讯（记者陈彬）3 月 25日
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关注了我
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报道中说，海
南是全国首个生态示范省，始终把
守护优良生态环境作为重中之重，
划出红线，把牢底线，塑造生态宜
居岛。

报道中提到，日前在海南琼海，
一位名叫汪爱迪的老人在万泉河边
拍摄了一段有污水排放到河里的视
频，发到朋友圈，当地环保部门获知
后立即到现场采样督察，发现有排
水口存在水质超标和污水排放情
况，随即展开整改。

为了保持水清河畅，当地在实
施“河长负责制”的基础上，发动沿
岸乡镇搞网格化监管，像盗采河砂

等破坏河道环境的不法行为，村民
都可以随时举报。

报道中说，立足“生态立省、环
境优先”，海南守护绿水青山不含
糊。2016年全省大气环境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为99.4%，主要河流湖
库水质优良率达90.1%。今年海南
将持续推动六大专项整治和修复保
护，最大限度守护好生态这块“金
招牌”。

央视新闻联播关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海南：守护生态“金招牌”
中央媒体看海南

本报博鳌3月 25日电（记者况昌
勋）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罗保铭在博鳌国
宾馆会见了来琼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7年年会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
彼得·克里斯琴一行。

罗保铭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克里斯
琴一行。他说，总统阁下2005年曾到访
海南，12年来海南的发展变化翻天覆
地，但是中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更深，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与海南的友好合作也
更加密切。海南义不容辞践行习近平主
席周边外交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愿
意加快推动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在椰子

产业等热带高效农业、海洋渔业、美丽乡
村、全域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海南
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雅浦州结为友好省
州后，也会力所能及多做实事好事，增进
双方友好合作。

克里斯琴表示，海南与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气候环境相似，希望进一步加强
在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等领域交流合作，
尤其是给予教育、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
持与帮助。他还期待海南与雅浦州成为
友好省州后能够开通直达航线，便于两
地人员往来。

会见后，海南省与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雅浦州签署结好意向书。海南向雅浦
州捐赠20台电脑和20台打印机作为州
政府人员办公设备；同时海南将在未来5
年内，向雅浦州青年大学生提供50个在
琼留学生全额奖学金名额（10人/年）。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夫人莫丽
娜·克里斯琴，外交部长洛林·罗伯特，雅
浦州州长托尼·甘吉延，波纳佩州麦德雷
尼姆市传统领袖约翰·阿道夫及夫人碧
莲·阿道夫，驻华大使卡尔森·阿皮斯，中
国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大使李杰，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省委常委、秘
书长胡光辉参加会见。

罗保铭会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
海南与雅浦州签署结好意向书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举行招待晚宴
(见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