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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
能收获别样的风景。

“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赋予经济
特区新的历史使命， 经济特区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
大事业、伟大梦想中寻找新的方位，把握
好新的战略定位。”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
回顾党和国家兴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
高度肯定海南等经济特区改革发展事业
取得的不凡成就，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
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改革开放，对新时代
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提出明确要求。真挚
的话语、殷切的嘱托，为我国经济特区擘
画美好未来提供了遵循，激发起重整行装
再出发的强大动力。

兴办经济特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推
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
的重大决策。 数十载砥砺奋进， 深圳、珠
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不辱使
命，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
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提供
了丰富素材和鲜活经验，为全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济特区的勃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
要历史见证。实践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
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方法论，是推进
改革开放行之有效的办法，党中央关于兴
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走进新时代的中国站在了新
的历史起点。为在新起点上推动改革开
放实现新突破，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
新格局 ，因改革开放而生 、因改革开放
而兴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
且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办得更
好、办出水平 ，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要发
扬开拓者的精神， 让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
试验平台。 先行先试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一条重要经验， 也是经济特区的一项重
要职责。在很多领域的改革突入“无人区”的今天，经济特区要勇于
扛起历史责任，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坚
持摸着石头过河，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体制机制改革等各方面
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在实践中求真知，在探索中找规律，不断形成
新经验、深化新认识、贡献新方案，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要秉承实干家的态度，
让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
地区、对外经济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最能代表改革开放
形象的地区，经济特区要保持爬坡过坎的压力感、奋勇向前
的使命感、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坚持引
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同各国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往来，共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务实求变、务实求新、务实求进，以昂扬的
精神状态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
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回首既往，一代
代经济特区建设者以智慧、勇气、汗水书写了辉煌篇章。展望未
来，让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载4月15日《人民日报》）

� � �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推进
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是促进各国共
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开放的大
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主
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 着眼
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 郑重宣示中
国坚持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 庄严承诺
扩大开放将采取重大举措， 为世界各国
顺应历史潮流、 增进人类福祉作出了表
率， 为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揭示了正确方
向。“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宣
布的中国扩大开放的一系列新的重大举
措令人鼓舞振奋，对世界发出了有利于推
进全球化进程的积极信息”， 与会嘉宾的
高度评价，道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心声。

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举
世瞩目的传奇成就，中国人民之所以能书
写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开放是前
提条件。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人民始终
敞开胸襟、拥抱世界，成功实现从封闭半

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从引进来
到走出去， 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
“一带一路”，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
担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
动力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中国贡
献。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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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宣布
了对外开放重大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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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方面
的重大举措，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
战略抉择， 是坚持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贯彻好开放发展理念的务实之举。新时代
扩大开放再出发，中国致力于发展更高层
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为的正是进一步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
综合国力，同时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进步
贡献力量。推动这些重大举措尽早尽快落
地，必将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
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依然很多。 但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世界
经济的大海不可能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
的小湖泊、小河流。中国经济在融入世界
经济的过程中，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
过风浪， 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成
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 今天，
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欢迎各国搭乘中
国经济快车，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
成果。“一带一路” 倡议等一系列中国方
案，目的都在于以实际行动推动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
层。”面对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只要我
们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创新，增进合
作、化解分歧，中国对外开放一定会打开
一个全新的局面， 也一定会为世界繁荣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载4月
1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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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五论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村里有多少贫困户”“贫困户家里
都建有茶园吗”……

4月上旬， 刚在长沙参加完2018互
联网岳麓峰会的58集团董事长兼CEO
（首席执行官）姚劲波，带领58众创、58
小镇CEO吴阔和58农服CEO黄志光等
人，来到安化县柘溪镇梨坪村访问，以制
订更有针对性、更可操作的扶贫方案。

位于雪峰山脉辰山西侧的梨坪村，

山林资源丰富。 但因交通不便、 信息闭
塞、产业基础薄弱，村民靠外出打工和种
养为生， 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2800元，
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6户120人。

梨坪村现有580亩茶园， 村里85%的
村民家建有茶园。 村支书谌明月介绍，因
村里没有毛茶加工厂，刚采摘下来的茶叶
鲜叶一公斤才卖4元钱。 姚劲波说：“这么
好的茶叶才卖这么点钱，太可惜了。”

梨坪村好茶卖不起价， 其他村的情
况怎样？茶叶是贫困户主要收入来源吗？

从柘溪镇梨坪村出来， 姚劲波又来到马
路镇折尔村。该村地处安化西部边陲，村
里一个黑茶厂因品牌不响、 产品销售不
畅，导致茶叶原料积压，村民种茶积极性
受到影响。

姚劲波对一同来的安化县有关领导
说：“梨坪村、折尔村情况类似，58集团可
以利用旗下众多平台， 帮助村民打开茶
叶销售渠道，让好茶叶卖出好价钱，让贫
困群众多赚钱。”

折尔村支书谢文杰介绍， 该村有

400多人都外出打工了。 姚劲波对他们
在何处打工、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很感兴
趣。他说：“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劳
动力正在向第三产业转移， 我们58到家
在家政服务业有优势， 公司培训后上岗
的月嫂一个月能赚近1万元。”

“益阳是我家乡，安化是益阳市唯一
的国家级贫困县， 帮家乡贫困群众做点
事， 是我应尽的职责。” 作为全国人大代
表， 姚劲波告诉记者，58集团已计划在安
化县选一个或几个乡村，通过发展黑茶产
业和进行家政培训后就业两个途径，帮助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目前，集团组建了安
化云茶电子商务公司，以后将通过为安化
黑茶等产业提供从原料可追溯系统建设、
到产品包装以及互联网营销推广等方面
的精准支持，实现产业扶贫。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李光 曹芹

4月10日， 在麻阳苗族自治县锦和
镇柑子园村宝利种养专业合作社马蜂养
殖厂制箱间内，10多名工人在制作一种
样式奇特的木箱子。

“正在加紧赶制马蜂筑巢的箱子。”
马蜂养殖厂厂长黄详意拿着一个方方正
正的木箱子向记者介绍。

柑子园村背靠罗裙山， 生态优良。
2014年， 该村村民黄成宝回乡创业，成

立麻阳罗裙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下设宝利种养专业合作社， 流转土地
2000亩，种植格桑花、菊花、薰衣草等，
开发溪涧漂流、 休闲垂钓、 农家乐等项
目，搞起了乡村旅游。

“去年引进马蜂养殖， 共培育马蜂
150窝。马蜂个头虽小，但全身是宝，蜂
毒、蜂蛹、蜂酒在市场上畅销。”黄成宝介
绍，之所以养殖马蜂，就是看中其经济价
值高，而且当地生态良好，合作社种植的
各种花卉为发展马蜂养殖提供了条件。

“基地产出的蜂蛹质量上乘，市场上
供不应求。”黄成宝说，今年将扩建1万平
方米厂房，建设驻巢室、交配室、越冬室
等配套设施。目前，全村已发展马蜂养殖
3000多窝。

“我拿的是年薪，一年有近5万元收
入。”黄详意对回家创业很满意。养殖厂
30多名工人也大多是本地人。“做一天
工有100元， 离家近照顾老人孩子很方
便，很满足了。”村民陆春桃边制作蜂箱
边介绍，她家去年脱了贫，现在生活很幸

福。
在一处山腰新落成的驻巢室里，马

蜂蜂箱层层摆放，新引进的马蜂品种“缅
甸红娘”“黄脚胡蜂”等来回飞舞，场面壮
观。养蜂技术员谢超介绍，这里环境好，
马蜂在外活动没有天敌， 产量很高。“黄
脚胡蜂” 一窝就能产蜂蛹15公斤，“缅甸
红娘”一窝可产蜂蛹50多公斤，现在市
场上蜂蛹价格每公斤达到140多元，去
年150窝纯收入30多万元， 今年效益将
更可观。

据了解，柑子园村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贫困户”经营模式，发展马蜂
等特色养殖及乡村旅游， 已带动村里
180多人脱贫。

精准扶贫在三湘
58集团董事长兼CEO姚劲波率队为安化制订扶贫方案———

你脱贫 我来帮

养马蜂 日子甜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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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紧接1版①）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群众获得感明
显增强；生态文明制度基本建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
国一流水平。

到2025年，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自由贸易港
制度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民主法制更加
健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公共服务
水平和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
现；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到2035年，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走在全国前列；自
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营商环境跻身全
球前列；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
伐，优质公共服务和创新创业环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态
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现代社会治理
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到本世纪中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高度市
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制度体系，成为综合竞争力
和文化影响力领先的地区，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建
成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项目建设用期3年，分3期实施。其中项

目一期工程将建设环保设备制造生产基地，
形成环保设备制造产业园，以成套设备订单
吸引装备制造企业入驻，建设服务园区企业
探伤检测服务中心。预计每年创造税收1200
万元。目前，该产业园已吸引了3家装备制造
企业入驻。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后，预计每年

实现产值10亿元左右， 实现利税5500万元，
可就地安置1500人就业。

据了解， 该项目投资单位———珠海横琴恒生
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 是一家利用
自有专利技术从事石化废碱液处理， 回收资源循
环再利用的环保科技公司，该公司“乙烯废碱液综
合循环利用” 技术生产出来的设备基本做到废碱
液的零排放，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荨荨（紧接1版③）该园占地约500
亩、投资20亿元，项目主要包括
光电液晶显示模组、 生物质石
墨烯、生物传感及医疗器械、汽
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等4大
板块， 并建立长明高科院士工
作站与国家清洁能源工程实验
中心， 致力于打造新能源新材

料百亿产业集群。
当天， 湖南长明高科实业有限

公司还与湖南合一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等5家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攸县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该县将
大力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努力创造全省最优发展环境， 推进
一批高端产业项目建设。

望城区千龙湖
春季马路赛开跑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通讯员
刘赛 记者 王亮）4月14日，长沙市望
城区首届“食安杯”千龙湖春季马路赛
在千龙湖生态旅游区鸣枪开跑，1000
余名跑步爱好者环绕着千龙湖开心畅
跑，乐享健康。

本次马路赛分成年男女组、中学生
男女组以及小学生男女组6个组别，成
年男女组、 中学生男女组环千龙湖一
圈，全程5.8公里，小学生男女组环千龙
湖半圈，全程3公里。本次活动着力体现

“重在参与”的全民健身理念，特设“亲
子跑”组别，并设计“亲子跑”专用安全
路线，只要爸爸妈妈带着宝贝跑完全程
就能获得证书与纪念品。

据介绍， 为进一步提高望城区群
众身体素质， 动员大家以更加良好的
精神状态投入美丽幸福强盛的“名望
之城”建设，望城区积极推进全民健身
节系列活动， 为广大群众搭建参与健
身、展现激情、享受快乐的平台。今年，
望城区已成功举办了新春龙狮汇演、
区直街镇机关女子跳绳赛，“碧水蓝天
杯”千龙湖垂钓邀请赛等赛事。

当好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实干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5个经济特区引起强烈反响
� � � �“经济特区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把握好新的战略定位， 继续成为改革开放
的重要窗口、 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 改革
开放的开拓者、 改革开放的实干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 让深圳、 珠海、 汕头、 厦门、 海
南5个经济特区的干部群众备受鼓舞。
大家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新时代新
起点上努力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新标杆， 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国梦
提供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年来，深圳、
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不辱
使命，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
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 开拓进取的
壮丽篇章， 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
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
口”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特区

干部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深圳市福
田区常务副区长黄伟说，他1992年到深
圳工作，那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
特区热火朝天， 充满希望。“这次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让我感觉特区建设
迎来了新的春天。”

海南省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说，作
为海南改革开放的窗口，琼海义不容辞、
充满信心，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争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扛起琼
海担当、贡献琼海力量。

厦门市湖里区兴华社区原先是个小
渔村， 如今变身高楼林立、“高颜值、 高素
质”的社区。亲历巨变的居委会主任陈旭玲
说，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宣布， 党中
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
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这是历史性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党
中央对海南的厚爱和期望，是新时代中国
彰显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

决心的重大举措，对海南来说意味着更大
的机遇和责任。”三亚海关关长罗子莲说。

改革开放40年，经济特区“试验田”
和“窗口”的使命远未结束。在更高起点、
更深层次探索新的改革开放， 经济特区
重任在肩。

多年从事自由贸易港研究的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动情
地说， 自由贸易港是全球开放的最高形
式， 这次中央明确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
易港， 是新时代打造改革开放新格局的
战略举措、标志性事件。海南应抓住历史
机遇，逐步建立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
打造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推动中国
改革开放向着更高层次迈进。

“经济特区要突出问题导向，冲破思
想观念障碍，敢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
的骨头，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
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全面深化改革中
继续破障前行。”汕头市委党校经济学教
研室主任郑良泽说。

历史启示未来。 经济特区的成功实
践， 源于特区干部群众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埋头
苦干。新时代经济特区要当好排头兵，要
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解放思
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 一切从国情出
发、 从实际出发， 既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又
借鉴国外有益经验， 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
地， 敢闯敢干， 大胆实践， 多出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带动全国改革步伐。

珠海市口岸局局长方小勇这些天正
在协调相关部门， 落实港珠澳大桥珠海
公路口岸珠澳通道“合作查验， 一次放
行”的新型查验模式。他说，作为粤港澳
大湾区的重要城市和港珠澳大桥的重要
落点，珠海口岸的作用越发凸显，要更好
更快地做好相关配套服务改革， 逐步实
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大
通关目标。

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就
是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一贯“敢为天下
先”的经济特区，将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
开路先锋。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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