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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李忠
发 熊争艳 丁小溪）国家主席习近平15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
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
演讲，指出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
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亚洲人民
期待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
的亚洲。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夯实共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
础。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
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未
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
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
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和外方

领导人共同步入会场。在热烈的掌声
中，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
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
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
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应对共同
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
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
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了
一个新的平台。

习近平指出，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
居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亚洲人民创
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亚洲文明也在自
身内部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
壮大。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
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人类文明
因亚洲而更加绚烂多姿。我们应该增强
文明自信，在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就基
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

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习近平强调，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

文相亲，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梦
想追求。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把握大势、
顺应潮流，努力把亚洲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变成现实。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
平安宁的亚洲，希望各国互尊互信、和睦
相处，广泛开展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
的交往活动，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
和平时光。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共同繁荣
的亚洲，希望各国合力推进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共同消除一
些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共同为
孩子们创造衣食无忧的生活。亚洲人民
期待一个开放融通的亚洲，希望各国秉持
开放精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
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

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习近平提
出4点主张。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人
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
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应
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
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
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一
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
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的。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
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
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交
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交
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
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

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我们应该以海纳
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
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
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我
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
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
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
提供必要支撑；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
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
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
造交流互鉴平台；愿同各国加强各界交
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
式，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为推
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愿同各国实
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为促进亚洲经济
发展、增进亚洲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亚洲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华文明
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
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
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
的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
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始终
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
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
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
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
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
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习近平强调，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
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
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
献世界。希望大家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
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下转A02版▶

（演讲全文见A02版）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呼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
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这是开幕式前，中外领导人同出席开幕式的重要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李磊）
为进一步提高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针
对性、实效性，5月15日上午，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在海口召开监督工作研讨会，
总结监督工作经验，查找工作中的问题
和薄弱环节，以更好地提高人大监督工
作水平。

会议指出，本届常委会换届以来，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高度重视加强监督工
作。去年，常委会先后听取和审议“一府
两院”专项报告22项，开展了2次执法
检查，对17个重点课题进行了调研，并
开展6次专题询问，推动一批突出问题
得到解决。今年是海南自贸试验区成型
见效的关键之年，是省委确定的政策落
实年， 下转A04版▶

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研讨会指出

增强监督工作实效
扛起政策落实年的人大担当

本报海口5月 15日讯（记者周晓
梦）5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生态
环境厅获悉，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澄迈
富力红树湾红树林被破坏问题，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
澄迈县委、县政府及省直有关部门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

据了解，连日来，澄迈县委、县政府及
省直有关部门围绕红树林被破坏有关问
题全面开展调查整改工作。澄迈县对媒
体报道内容进行了核查，制定了整改方
案，提出了具体整改要求和整改目标。省

林业局、省森林公安局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目前，涉事在建项目工地已被查封，

对项目违建情况的相关评估正在进行，
有关部门将依据调查评估结果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

另据悉，为进一步推动对此次红树
林遭破坏问题的调查、整改，由省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林业局等单位
共同成立联合督导组，开展现场督导，推
动加快整改。对有关问题的调查、整改
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我省多部门联合调查澄迈红树林遭破坏问题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杨帆 鞠波

“我在小椰壳工艺加工厂工作，每
月能拿到3000多元。”5月14日，在万
宁市残疾人椰雕就业基地里，患有侏儒
症的陈姆二高兴地对海南日报记者

说。陈姆二今年28岁，由于身体残疾，
多年找工作处处碰壁，生活没有着落。
2018年12月，海南省残联在万宁创办
了就业基地（产业助残+日间照料农村
托养基地），陈姆二被招收到厂里工作。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海南
省残联勇于创新，积极探索创建助残产
业基地+日间照料托养新模式，实现农
村残疾人家门口就业和托养；多措并举，

实现2016年以来残疾人大学以上毕业
生基本就业；对口服务，让有重大困难的
残疾人家庭得到及时帮助；重视残疾
人教育，对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和残疾
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阶段及高中、大
中专的在校残疾学生全部进行补助；
实施康复救助扩大化+精准康复，让残
疾儿童救助实现应救尽救；落实普惠+
特惠的政策，为重度残疾人购买商业保

险，全方位兜底；实施助行阳光活动，重
度一级残疾人岛内出行免费等，取得良
好的效果，受到广大残疾人和社会的广
泛好评。

“我儿子陈杰30岁了，因身体重度残
疾需要照顾，家人为了照顾他无法外出工
作，导致家庭贫困。现在，陈杰和他的同
伴在万宁市残疾人椰雕就业基地工作，还
能在托养基地得到托养， 下转A04版▶

省残联不断创新，积极探索扶残助残多种模式

努力使海南残疾人幸福指数节节高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周
晓梦）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海南
经济特区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条例（征求意见
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意味
着我省“禁塑令”工作再向前推进。

今年2月，我省印发相关实施方
案，明确今年底前，要建立健全全省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的地方性法规及标准体

系，完善监管和执法体系，形成替代
产品供给能力。此次计划出台的条
例，旨在建立健全全省禁止生产、销
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的地方性法规，加强塑料废弃物污染
防治工作。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条例目前尚未正式出台，现诚挚向
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以进一步修
改完善条例相关内容。

我省就“禁塑令”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一、扫二维码可查阅条例（征求意见稿）全文
二、意见征集时间：
2019年6月 10日前
三、意见反馈方式：
1.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美贤路9号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705室土

壤环境管理处（邮政编码：570203），并在信封上注明“禁塑条例修改意见”字样
2.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hainanspco@163.com/30970464@qq.com
3.通过传真方式发送至：0898-65853662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郑
明达 王卓伦）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
人彭丽媛15日晚在北京国家体育场
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
导人夫妇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
活动。

王沪宁出席。
孟夏的北京，惠风和畅，万物并

秀。夜幕下，国家体育场“鸟巢”灯光
绚烂，青春涌动。

19时59分，在雄壮的《命运共同
体》乐曲声中，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柬

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希腊总统帕夫洛
普洛斯、新加坡总统哈莉玛、斯里兰
卡总统西里塞纳、亚美尼亚总理帕希
尼扬等外方领导人及配偶共同走上
主席台。

宛若银河的灯光点阵在空中呈
现倒计时数字，现场观众齐声呼喊：
10、9、8、7、6、5、4、3、2、1！一场以

“青春嘉年华，共圆亚洲梦”为主题的
文化盛宴拉开大幕。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致
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

欢迎各国嘉宾和艺术家们。习近平
指出，亚洲各国都有古老灿烂的文
化，既独树一帜、各领风骚，又和谐共
生、交相辉映。亚洲文明的多样性赋
予了亚洲文化更为丰富的色彩、更加
持久的生命力。今晚，艺术将跨越民
族、穿透心灵、沟通思想，向世界展现
一个光彩动人的亚洲、活力澎湃的亚
洲、和平进步的亚洲。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自古就推崇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亲望亲好，
邻望邻好”。 下转A02版▶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外方领导人夫妇
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