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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为了向
国际社会全面、深入介绍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思想，由中国
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
《摆脱贫困》英、法文版电子书于4月
9日在亚马逊、Overdrive、易阅通、
掌阅四家数字交易平台上线，面向国
内外读者销售。

《摆脱贫困》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个
人著作，收录了他1988年至1990年
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重要讲话
和调研文章，共29篇。还收录有10
张彩色照片，其中包括他在宁德工作
期间的6张工作照片。全书紧紧围绕

闽东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
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理念、观点
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等重要内容，思想丰富深刻，文风生动
亲切，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该书也
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两年艰苦工作的
全面写照，体现了他扎根艰苦地区带
领群众摆脱贫困的坚定理想信念和深
挚为民情怀。

《摆脱贫困》英、法文版图书由
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自2017年 8
月首发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

注和普遍赞誉。该书不仅体现了习
近平总书记爱民、为民的理想信念
和深厚情怀，更集中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
作的战略思想、理论支持和实践探
索，是指导中国扶贫脱贫工作的理
论基础和重要方针，是中国减贫事
业的思想基础和经验总结，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

《摆脱贫困》英、法文版电子书与
纸质书内容完全一致，兼有互联网平
台的阅读体验，为海内外网络读者了
解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
要文献。

《摆脱贫困》英、法文版电子书上线

本报三亚4月9日电（记者孙
婧 林诗婷）以“亚洲媒体合作新时
代——互联互通与创新发展”为主
题的亚洲媒体高峰会议，4月 9日
于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期间
在海南三亚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
幕式，并发表题为“弘扬开放创新

精神，共促亚洲繁荣发展”的主旨
演讲。

黄坤明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改革发展得
益亚洲、更贡献亚洲，融入世界、更
惠及世界，中国愿同亚洲和世界继
续共谋创新之道、共享发展成果。
在当前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

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政治
家、战略家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
创造性提出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一系列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
重要思想和主张，为推动世界和平
发展、亚洲繁荣进步提供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黄坤明强调，开放创新的亚洲、

繁荣发展的世界，为各国媒体携手共
进、展现作为提供了难得机遇和广阔
舞台。亚洲媒体要高扬时代主题、弘
扬创新精神、凝聚合作共识、推动文
明对话、传播亚洲声音，积极为亚洲
振兴鼓与呼，讲好亚洲人民创新创
造、各国合作共赢的故事，充分发挥
正面舆论引领作用，推动建设美好世

界、美好亚洲。
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肖莺子出席开幕式。出席开
幕式的还有来自亚洲 40 个国家
140 余位主流媒体负责人，以及亚
洲文化学者和有关方面代表共300
多人。

(相关报道见A05版)

亚洲媒体高峰会议在三亚举行
黄坤明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 新华社记者 韩洁 谭谟晓 赵叶苹

太平洋西岸，南海之滨，博鳌亚
洲论坛2018年年会盛大启幕。习近
平主席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主
旨演讲。

世界瞩目“博鳌时间”。从传统
渔业小镇到知名外交小镇，博鳌的变
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
40年的历史性跨越。

处在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国如何
推动对外开放再扩大、全面深化改革
再出发，为亚洲乃至世界发展贡献更
大的引领力量，全球期待中国声音。

春潮涌动，千帆竞技。乘着新时
代的浩荡东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激荡百年
的民族复兴梦想必将在改革开放新
进程中得以实现，让繁荣发展的世界
更加美好。

从“赶上时代”到“引领
时代”：

40 年改革开放在世界舞台
上书写中国奇迹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生
产队18户农民按下的18枚鲜红手
印、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
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的
历史一刻、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签字仪式现场……

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长廊两
侧，主题为“新时代 新征程”的纪念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视觉展吸
引中外嘉宾纷纷驻足。

30 多米的长廊如一条时光隧
道，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将中国
改革开放中难忘的历史瞬间定格在
世界面前。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敢闯
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
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
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习近
平今年初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令
人热血沸腾。

40年风雨征程，改革开放创造
了令世界赞叹的“中国奇迹”——

一分钟，26人走上工作岗位；一
分钟，快递小哥收发7.6万件快递；一

分钟，333万元投入研究和试验；一
分钟，“复兴号”前进5833米……

每一分钟里展现的“中国速度”，
折射40年来神州大地的历史性变迁。

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平均
每年经济增长速度达9.5%，经济总
量占世界的份额从1.8%增至15%左
右。即便近五年增速放缓，经济依然
年均增长7.1%，对世界经济增长贡
献率超过30%。

“在人类经济史上，还不曾有任
何国家或地区有这么高速的经济增
长，而且维持如此长的时间。”出席论
坛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
心主任林毅夫说，40年前中国大陆
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排名全球
倒数第三；40 年后这个数字超过
8800美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行列。

40年春风化雨，改革开放成为
强国富民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脱贫减贫成
就举世瞩目。联合国《2015年千年
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

贫的贡献率超过7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6853万
人，城镇新增就业每年超过1300万
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
际增长7%以上，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

上世纪80年代就曾到过中国的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改革开
放40年，实现了举世无双的经济增长
和减贫，对全球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非常
重要的贡献，值得世界各国学习借鉴。

40年昂首阔步，改革开放重塑
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角色——

来自各国的2000多位各界嘉宾
汇聚一堂，聚光灯下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凸显中国非同一般的
国际影响力。

今天的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
世界舞台中央。

29次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57
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在
国内会晤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约300
人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
席频密的外交日程，标注了中国与世
界关系的崭新坐标。

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人民币纳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联合国大会首次在决议中写入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主张，为改革
和优化全球治理注入强大动力。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
注并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等诸多
国际组织文件中，显示出这一理念强
大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
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
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
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3年前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上发出的铿锵之声，正在全球产生日

益广泛的回响。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为实

现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力，为
世界作出新贡献

4月的海南三亚南田农场，丰收
的气息在漫山遍野的芒果园中流淌。

26年来，靠砍胶种果和旅游脱贫，
空前力度的自我革命推动南田农场实
现从海南最差到最富农场的大跨越。

“改革永远在路上。”63岁的南
田农场负责人彭隆荣说，改革新起点
上的南田，正向着“率先基本实现农
业现代化、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新目标奋进。

“改革开放是发展海南的关键一
招。”出席论坛的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同样，新的
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也是关系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抉择。

下转A12版▶

千帆逐春潮 奋进新时代
——从博鳌亚洲论坛感受中国改革开放

本报海口4月9日讯（记者王玉
洁 特约记者宋洪涛 田和新）4月7
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海南调研时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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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和全国两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主动适应社
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政法工作提出的

新要求，忠诚履行职责，建设过硬队
伍，努力以服务大局、服务人民的新
作为建功新时代。

郭声琨来到机场、火车站和治安
检查站，详细询问清明节假期群众出
行、交通安保、便民服务等情况，看望
慰问坚守岗位的安保执勤人员，勉励
大家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把安保工作做
细做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利、假日
安宁和谐，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提升
群众的“幸福指数”。他还与干部群众

交谈，了解基层社会治理、平安中国建
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情况，听取对
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意见建议。

郭声琨指出，平安是人民幸福安
康的基本要求、改革发展的基本前
提，也是新时代政法机关必须提供的

“基本公共产品”。政法机关要倾听
群众呼声、顺应群众期待，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打击各类侵
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整
治治安突出问题，推进平安中国建

设，让人民群众带着满满的安全感迈
入全面小康社会。要尊重人民主体
地位，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促进城乡社区和谐稳定，用一个个

“社会细胞”的安宁，为平安中国奠定
坚实基础。

调研期间，郭声琨观看了基层政
法单位文化建设展，深入了解政法队伍
建设情况。他强调，过硬队伍建设是新
时代政法工作的永恒主题。要始终把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着力提升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打造一支信念过
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
风过硬的政法队伍。要充分发挥文化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独特作用，积极
构建政法干警的精神家园，为完成好各
项任务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公安部分
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小洪和海南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杰，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范华平参加调研。

郭声琨在海南调研时强调

以服务大局服务人民的新作为建功新时代
赵克志参加调研

本报今日推出
《博鳌使命》特刊

本报海口4月9日讯（记者陈彬）4月10日，本报
推出大型特刊《博鳌使命》，深度解析博鳌亚洲论坛对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并展示海南与论坛
共同成长、相得益彰的融合发展。

特刊共32个版，分为“新时代 新使命”“与博鳌一
起成长”两大篇章。“新时代 新使命”主要阐述博鳌亚
洲论坛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五年来为加强亚洲和世界的
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贡献；“与博
鳌一起成长”围绕海南如何与论坛共成长、共兴盛，着
墨我省各部门、市县在“一带一路”建设、旅游、外贸、文
化交流、民生等方面的成就。

特刊内容翔实，版式设计精美，特别是通过专家访
谈，突出权威性、前瞻性、思想性。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
见T 01

版—
T 32

版
）

建设好海南国际旅游岛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
2013年视察海南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系列综述之四

加快新一轮改革开放
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

2013年视察海南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系列综述之五

(见A02版)

(见A03版)

博鳌亚洲论坛
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潘基文当选理事长

本报博鳌4月9日电（记者周晓梦）4月9日，根据
博鳌亚洲论坛会员大会选举结果，博鳌亚洲论坛产生
新一届理事会。在随后召开的新一届理事会会议上，
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选理事长。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周小川出任博鳌亚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根据章程
规定，中方首席代表为理事会当然理事，并担任副理
事长。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被理事会任命为秘书
长。根据论坛章程，秘书长为理事会当然理事。

新一届理事会由19人组成，潘基文、周小川、李保
东等12人为新当选理事。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董事
长、CEO阿尔拜延，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海南省常
务副省长毛超峰，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印尼前总统苏
希洛，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塔塔集团名誉董事长塔塔
等7位理事连选连任。

新当选理事由亚洲和世界各国的政商领袖组成，
包括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董事长工藤泰三，三星电子前CEO
权五铉，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罗康瑞， 下转A05版▶

博鳌亚洲论坛会址花团锦簇。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