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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长江龙头，俯瞰四海。随着来自13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展品陆续抵达上海， 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大门将启， 中国向世界敞开
怀抱。

这是合作之门、 友谊之门， 更是开放之
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 海纳百川
的宽广胸怀，勇立潮头的非凡勇气，层层推进
的扎实作为，引领中国向世界敞开怀抱，同各
国携手并肩，与全球同频共振，开辟深层次全
方位开放的崭新局面。

谋划新格局
把握发展大势，立足强国目

标 ，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
战略

海南博鳌，中国最南端省份的新兴小镇。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出席博鳌
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讲，深情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深刻总
结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向世界宣布中国继
续扩大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瑞士达沃斯， 阿尔卑斯山系海拔最高小
镇。

“这是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
路。”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出席世
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讲，从全局和全球视角把脉世界经济，阐释中
国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和扩大开放的坚定承
诺。

两座小镇，跨越半球的两次历史性演讲，
穿越历史迷雾，点亮光明前景，彰显中国敞开
胸怀、拥抱世界的决心和信心。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历史一再
表明， 开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生命活力
的源泉。 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以自身成功实践证

明，开放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一大法宝。
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但

逆全球化趋势依然暗流涌动。开放还是封闭？
合作还是对立？前进还是后退？人类社会面临
新的重大抉择。

当今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
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一系列问题
无法回避： 扩大开放是重大机遇还是风险挑
战？持续几十年的开放“红利”是否还在？

这是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

瞩、审时度势，深刻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
“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

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
“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

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
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
管理经验。”

“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 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主场外交活动到出席

多边峰会，从中央有关会议到地方考察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以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 系统提出深
入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目标、 方向、路
径， 这是新时代引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向
的指导思想。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
择———

习近平总书记曾用生动的比喻揭示中国
与世界的关系：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
中国经济要发展， 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
洋大海中去游泳。

今天的全球化图景早已超出前人的预
想， 一部汽车的组装需要四大洲20多个国家
提供部件， 一架客机的零部件来自1500个大
公司和1.5万家中小企业。 如果不进入国际分
工体系，不占据产业链中高端，一个大国也可

能沦为全球化“被遗忘的角落”。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蓄势待

发，机遇前所未有、稍纵即逝。只有抢占竞争
制高点，赢得发展主动权，不断提升综合国力
和国际影响力， 才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要发
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被确定为我国五大
新发展理念。

不畏浮云遮眼，不惧逆风乱舞。
当前， 由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仍在

演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世界经
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有增无减。

强国之路，注定要风雨兼程，需要的是智
慧与眼光，考验的是定力与耐心。

习近平总书记态度鲜明：“面对时代命
题，中国坚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

荩荩（下转4版）

挥写中国与世界交融发展新画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深层次全方位开放纪实

� � � � 湖南日报11月3日讯 （记者 胡信松）
10月31日， 由湖南建工集团牵头组建的
湖南省“一带一路”基金 (湖南省国际合
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基金总规模
200亿元，将为湘企“走出去”提供融资新
平台。

据悉，湖南省“一带一路”基金是省国
资系统三大基金之一，是“资金融通、信息
互通、 产业互联” 的国资境内外投融资平

台，省属国企湖南建工集团、湖南交水建集
团、新天地集团等联合发起成立，由湖南建
工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湖南建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建。 基金总规模200
亿元， 是以母子结构设立、 市场化方式运
作、配合多种金融工具和手段、可续性引导
的一系列基金集合。基金的设立，将有力支
持省属国有企业“抱团出海”和创新国际化
战略、共同推进“走出去”发展。

� � � � 湖南日报11月3日讯 （记者 曹娴）今
天，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
转办11月2日8时至20时收到的群众信访
举报件116件，其中重点件12件。

大气污染， 依然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环境问题。从污染类型来看，第四批116件
群众举报件中， 有效举报涉及大气污染方
面的举报最多，占35.2%；其次是噪声、水、
其他、土壤、生态等，分别占23.8%、19.7%、
10.4%、5.7%、5.2%。按地区分布来看，长沙
市47件、株洲市8件、湘潭市8件、衡阳市8
件、岳阳市10件、益阳市3件、邵阳市9件、郴

州市1件、娄底市4件、怀化市7件、张家界市
2件、常德市5件、永州市4件。

前四批交办信访件累计已达343件，其
中重点件34件。按地区分，长沙市最多，为
126件。其他市州信访件累计数量为：株洲
市20件、湘潭市21件、衡阳市24件、岳阳市
25件、益阳市11件、邵阳市42件、郴州市8
件、娄底市15件、怀化市16件、张家界市12
件、常德市14件、永州市10件、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1件、省直部门1件（其中有3个
举报件同时涉及2个市州）。 累计涉及大气
污染方面的举报最多，占38.5%。

湖南省“一带一路”基金成立
总规模200亿元 助力湘企“走出去”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第四批信访件116件

累计达到343件，其中重点件34件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四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10月30日至11
月30日进驻湖南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工作。进驻期间设立专
门值班电话：0731-81110879、 专门邮
政信箱： 湖南省长沙市A289号邮政信
箱。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
责，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
理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
电举报。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
问题，将按规定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
有关部门处理。

2018年10月30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湖南省进驻信息公告

� � � � 湖南日报11月3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
恒）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杜家毫来到长沙国际
会展中心，与广大市民一道，参观正在这里举
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以下
简称农交会）暨第二十届中国中部（湖南）农
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农博会）。

省领导胡衡华、谢建辉一同参观。
作为我国最权威、 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

农业展会，本届农交会设置了乡村振兴展区、
扶贫展区、省市综合展区、国际展区及专业展
区等多个展区， 吸引国内外4000多家企业前
来参展。杜家毫一行顺着人流逐一参观。在扶
贫展区， 古丈县牛角山村的苗族乡亲告诉省
委书记，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发展有机茶叶，
4年时间全村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 不仅本村
脱了贫、摘了帽，还将带动周边5个贫困村明
年底全部脱贫。人群中，正向市民们讲解介绍
苗绣工艺的花垣县十八洞村苗绣合作社理事
长石顺莲，被杜家毫一眼认出。“5年前在十八
洞村见到你时，还是一位不善言辞、毫无市场
意识的家庭主妇， 没想到现在已是一名经营

者了，了不起！”杜家毫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因
地制宜发展生产，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日子越
过越红火。同时，借助农交会这一良好平台，
充分展现近年来全省农业农村发展和脱贫攻
坚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湖南综合馆， 打印在农产品标签上的
二维码吸引了杜家毫的目光。 市民们只需扫
一扫二维码，该产品的质量检测报告、生产加
工实景、 生产技术规范等信息便在手机上一
览无余。 杜家毫对我省正在打造的这一农产
品“身份证”管理信息平台给予肯定。他说，当
前，人民群众对农产品的要求已从“有没有”
向“好不好”“安全不安全”转变，要在加快推
进农业产业化的同时，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更
好地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让老百姓买得更
放心、吃得更安全。

法国红酒、泰国蜂蜜、乌干达咖啡……走
进国际展区， 杜家毫详细了解各国农业发展
的特色、优势以及布展的好经验、好做法。他
说，这次农交会、农博会在湖南合并举办，既
为展示湖南农业形象、推动“走出去”提供了

重要平台， 也为我们加强国际国内农业交流
合作、 学习借鉴国外办展布展成功经验提供
了难得机会。要立足湖南实际，把握农业发展
趋势，认真学习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家发展精
细农业的成功经验和农产品的质量标准体
系、营销模式，坚持“一县一特”“一乡一品”，
在农业机械化、合作化、科技化、产业化上下
功夫， 着力打造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
副产品供应基地， 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
路。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展会对于一个地区
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完善综合配套设施，加
强运营管理， 努力争取承办更多有特色和有
国际影响力的专业展会、品牌展会，进一步形
成集聚效应，放大溢出效应，助力我省开放崛
起。

正值周末， 前来观展购物的市民络绎不
绝。临走时，得知目前会展中心的观展人数已
超过7万人次， 杜家毫叮嘱随行有关负责同
志，办好展会，安全是前提。要坚决落实好各
项安保措施，加强精细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
让参展商安心参展，让市民舒心观展。

杜家毫参观第十六届农交会暨第二十届农博会时强调

充分展示农业农村发展成就
以展会为媒助推湖南开放崛起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吴红艳

11月3日，艳阳高照 ,十八洞村的天空
碧蓝碧蓝。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新修建的
十八洞村村部前，此时已是人来人往了。

村部前的坪场上， 已经搭好了文艺晚
会的大舞台，舞台背景上鲜红的“‘精准扶
贫’从这里出发”几个大字格外醒目。从吉
首来的一个自驾游团队的20多人， 相互招
呼着在舞台合影。

穿着苗族新衣的54岁杨大姐， 专门
陪着92岁的婆婆赶来看热闹。 记者上前
交谈， 得知杨大姐是十八洞村的竹子寨
人，家里开了个“幸运农家乐”，由儿子龙
先进打理。

此时,村党支部书记龙书伍正好路过，
看到记者采访， 便主动补充道：“30岁的龙
先进，以前在江浙一带打工，听说村里要发
展乡村旅游产业后就返回了村里。 今年8
月，省委书记杜家毫来十八洞村调研，走访
到他家时，鼓励他可以开一个星级农家乐。
受到启发、鼓舞后，龙先进说干就干，置办
了餐具、装修了厨房、整理了院坝。10月18
日‘幸运农家乐’正式开张，成为竹子寨里
的第一个农家乐。”

与村部相连的， 是十八洞村脱贫致富
的展览厅。走进厅来，一个个团队，在一个
个身着苗族服装的农民讲解员的引领下，
有序参观。

“十八洞村精准脱贫之路”展览，深深
地吸引着每一个游客。 荩荩（下转3版）

艳阳天里的十八洞

秋日“童话”
11月3日，双牌县

茶林镇桐子坳村，七彩
阳光穿透银杏林，洒向
游人，让人仿佛置身童
话世界。该村有200余
株银杏树龄超过百年，
在我省极为罕见。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潘芳

摄影报道

� � � � 11月2日，长沙市国际会展中心，消费者在农交会国际展区
选购异域特色商品。当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在长
沙隆重开幕。该交易会的国际展区共有来自乌干达、土耳其、埃
及、芬兰、俄罗斯、泰国、印度、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企业参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童迪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