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行稳致远
———三论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当今世界经济合作的重要倡议”“能促成激动人心的伟大
行动”“回答了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落下帷幕，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上的
演讲，得到与会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领导人的高度评
价。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

万里丝路，连通东西方，跨越古与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
文明之路，擘画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和路径，回答了建设
什么样的“一带一路”、怎样建设好“一带一路”等重大问题。 习
近平主席阐述的美好愿景， 传承着丝路精神， 顺应了时代潮
流，是我们沿着这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
和谐美好远方的行动指南。

“历史总是伴随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向前发展
的。 ”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不仅是参与国家
的行动方案，也是“一带一路”的价值追求。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
强调的，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
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

互利共赢才有行稳致远，开放包容才能携手同心。以此
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合作共识，明确合作目标，细化
合作举措，我们就一定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不
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让这一伟大的事业像古
丝绸之路一样千古流芳。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原载5月18日《人民日报》）

2017年5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 蔡矜宜时事·体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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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
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
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
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的遗体，18日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钱其琛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9日
22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钱其琛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
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
钱其琛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

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8日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

严肃穆，哀乐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
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钱其琛同志”，横幅
下方是钱其琛同志的遗像。钱其琛同志的
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
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
等， 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钱其琛同志的
遗体前肃立默哀， 向钱其琛同志的遗体
三鞠躬，并与钱其琛同志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
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31 9 1 9
排列 5 17131 9 1 9 7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 � � � 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12.8
万个贫困村， 数千万贫困人口……脱贫
攻坚，任务艰巨，时间紧迫。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
家庭， 丢下一个贫困群众……”2020年
全面实现脱贫目标， 是党和国家做出的
庄严承诺。

幸福的生活要靠双手来创造
2015年11月，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明确提出：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引导和支持
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
美好明天，立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脱贫。

“太阳能就是我们当地最大的资
源。” 甘肃省临洮县扶贫办主任孙志成
说，在中央的帮扶和政策支持下，当地开
始发展建设村级分布式光伏电站， 包括
三益村在内的全县10个贫困村每村试点
建成了一座60千瓦的村级光伏电站，每
年为贫困村创收4.8万元以上。

“除了在家门口打工，我还在村里的
光伏项目入了4000元的股。 ”临洮县三

益村村民龚成梧说， 前五年每年分红
3000元，后10年每年分红600元，生活越
来越红火。

授人以渔，脱贫靠智
脱贫靠智。“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逐步分类推进中等
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 率先从建档立卡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
学杂费。完善资助方式，实现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地处鲁西南的菏泽市单县莱河镇崔
口村贫困户孙晓方，老两口体弱多病，干
不了重活，仅依靠几亩土地度日。去年女
儿孙荣荣考上了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学
费住宿费全免。

“我们老两口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女
儿学得一技之长，将来找个好点的工作，
我们家就有希望了。 ”孙晓方说。

菏泽市扶贫办主任蔡维超说，积财千
万，不如薄技在身，农村职业教育是教育
扶贫的关键。 在职业教育扶贫上，菏泽市
以资助贫困生在职业学校掌握一技之长、
实现技能脱贫为契机，与教育脱贫攻坚相
结合，抓实招生、培训、就业等环节，力争

实现“一人上学就业、全家脱贫致富”。

从根本上拔掉穷根
2015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五个一批”工程，其中要
求“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对贫困人口很
难实现就地脱贫的要实施易地搬迁，按
规划、分年度、有计划组织实施，确保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谁能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带电梯的
房子！ ”贵州省望谟县53岁的贫困户刘邦
学告诉记者， 如今他家在城里分了安置
房，人均20平方米，政府还帮他就近安排
了就业。“每个月工资1800元，我还准备在
附近找个门面，开个小餐馆。 ”

根据计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对
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着力解决居住在“一方水土养
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涉及22个省份的约1400个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成功使数千万人
口摆脱贫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今，
踏平坎坷再出发，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再一
次向贫困发起总攻，用双手开创全面小康的
美好明天！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习近平演讲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5月14
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携手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
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钱其琛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钱其琛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钱其琛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用双手开创全面小康的美好明天
———新华社记者一线直击脱贫攻坚的基层实践

全球华人羽毛球
团体锦标赛株洲开赛
2700名华人以球会友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谢昱婷）今天19时30分，在株洲
市体育中心，2017中国·株洲“农商银行
杯” 第九届全球华人羽毛球团体锦标赛
隆重开幕，来自全球各地的400余支队伍
的2700名海外华人华侨、 港澳同胞及各
省、市羽毛球爱好者，将在这里展开激烈
角逐。

本届大赛由株洲市政府、 湖南省体
育局、 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主办，以

“动力之都，翎羽飞扬”为主题，旨在推动
株洲市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 大力提
升株洲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大赛共设混合团体赛、男子团体赛、
女子团体赛、3P混合组等项目，分为公开
组和业余组两个组别，其中，3P混合组为
本届大赛首次增加的组别。

近年来， 羽毛球运动在株洲市蔚然
成风，这里先后走出了郑波、黄穗、包宜
鑫等众多羽毛球世界冠军， 这次包括他
们在内的10多名羽毛球世界冠军， 以及
中国电影集团制片人高成生和演员宋佳
伦、王韦智等文艺界人士也来株洲助阵，
参加比赛和相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