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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9月17日电 全国易地
扶贫搬迁现场会9月16日至17日在四川省
达州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
易地扶贫搬迁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补齐贫困地区发展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各相关部门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规划建设、搬迁安
置、就业安排、后续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已完成一半以上搬迁建设任务，成绩应
予肯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
任感和紧迫感，充分发挥
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合理安
排搬迁规模和进度，严格
抓好工程质量，规范资金

项目管理，实现精准搬迁、安全搬迁、阳
光搬迁；聚焦培育内生动力，结合各地实
际下大力气解决搬迁群众后续产业发展和
就业增收问题，确保搬迁一户、稳定脱贫
一户，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李克强对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作重要批示强调

确保搬迁一户稳定脱贫一户

“许多外国人希望知道中国领导人如何治理偌大一个
国家。此时，用多语种发行中国国家主席的书籍，试图
对这个问题给予解答，真是令人欣喜。”作为德国著名汉
学家，南因果曾在中国许多地方生活过，对中国问题有
着深入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发行正当其时”。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于 2014年 9月 28日
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
等9个语种、10个版本向全球出版发行。发行伊始便在全
球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被誉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
的重要窗口、寻找解答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

时隔 3年，截至日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已出版
21个语种，24个版本，共发行642万册，发行到世界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突破 50万册，成为改革开放以
来在海外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著作。热销
之下，该书在海外推广的做法与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

多场首发式与研讨会，在全球范围
内引起热烈反响

2014年10月8日，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多语种图书首发式隆重举行。德国前总理格哈
德·施罗德在首发式上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阐释
了习近平主席和中国领导人的立场，能帮助我们理解中
国政治，书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以及一
个开放、稳定、富裕的中国，符合欧洲利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自出版发行以来，先后在德
国、巴基斯坦、韩国、越南、秘鲁、尼泊尔、泰国、柬埔寨、土
耳其、匈牙利等国家举办了图书首发式。今年 4 月 7 日，
该书泰文版首发式在泰国曼谷国会大厦举行，泰国立法
议会主席蓬贝在致辞时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一
座非常值得学习的知识宝藏，深入细致地描绘了习近平
主席的治国哲学理念与远大目光，如今翻译成泰文能让
更多泰国民众有机会拜读。”泰国总理巴育也曾在内阁会
议上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希望每位内阁成员人手一本，
认真读一读。

在柬埔寨、英国、美国、南非、印度、捷克、法
国、吉尔吉斯斯坦、埃及、阿联酋等国家也先后举办了
多场关于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的研讨会。2015年5月，
在美国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中，该书英文版研讨推广会
同时举办，这是该书在美国图书市场上首次集中展示推
介。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此写下了这样的贺词：

“这本书为了解一位领袖、一个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文明
打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

去年3月，捷克众议院副主席菲利普在布拉格举办的
研讨会中的致辞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
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都浓缩在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这本书中，“通过该书，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梦
的内涵，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有更深刻的认识”。

前不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乌兹别克文版由外文
出版社与乌兹别克斯坦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而在今年
5月，正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
特为该书撰写了前言，其中说到：“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一书在理解上述政策以及当代中国正在实施的全面
改革的深刻内涵、基本原则和方针等方面，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他还表示，“我完全相信：《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一书对巩固乌中两国悠久友谊、深化彼此合作脉络
以及密切两国人民交往将大有裨益。”

成立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实
现本土化出版发行

有一幕签约场景让外文出版社国际合作部版权经理
窦强至今难忘。2016年3月29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外文局与捷
克帕拉茨基大学签署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捷克文版
暨中国主题图书合作出版备忘录。

为了加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海外推广发行力
度，除了图书首发式和推介会，中国外文局还实施了中
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项目，通过建立和发展海外编辑
部，与对象国出版机构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推出具有地

区针对性的中国主题图书，推进本土化发行。《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一书便从这个项目中获益。

与此同时，该项目力求构建形成一个适应当前对外
宣传工作要求、符合国际传播特点，互惠互利、可持续
发展的对外出版合作模式，培养一批热爱中国文化、精
通本土化出版的外籍编辑发行人才，形成以大国和周边
国家为重点，覆盖全球主要地区、国家和重点语种的国
际出版工作格局。

据外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徐步介绍，该项目的实
施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在相关国家知名主流出版机
构内部成立中国主题图书联合编辑室 （部），建立长期工
作机制，共同策划选题，根据当地市场情况承接翻译、
版权输出、图书销售发行等职能；第二步，围绕国际关
切，充实完善中国国情、当代中国、中国文学、中国文
化、汉语教学等重点对外出版产品线，立足本土，策划
出版多语种多载体多终端优质内容精品，同时依托海外
合作方的渠道，将中国主题图书深入推送到重点地区，
切实扩大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影响力。

目前，外文出版社第一批已签约的中国主题海外编
辑部共 10家，包括德国西德大学出版社、西班牙大众出
版社、印度GBD出版社、土耳其穆哈迪斯出版社、黎巴
嫩阿拉伯科学出版社、阿尔巴尼亚 Fan Noli出版社、捷
克帕拉茨基大学出版社、波兰阿达姆—马尔沙维克出版
集团、塞尔维亚拉古纳出版社、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
双方计划每年共同出版 5 至 10 种图书，同时在中国和当
地推广发行。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一书的海外合作
翻译出版，同上述出版社均有合作。

举办图书展销月，依托中国图书中
心让海外读者感知中国文化

今年4月1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柬埔寨文版展销
月启动仪式在柬埔寨暹粒举行。关于图书展销月这种形
式，外文出版社推广部主任刘宇宏介绍说：“去年6月，在塞
尔维亚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最大的书店，我们承办了中
国主题图书展销月的启动仪式。”展销月在贝尔格莱德拉
古那出版社旗下的 6家可销售进口图书的书店同时进行，
展览销售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学、文化、汉语学习等105
种中国主题图书。类似的展销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在图书市场上形成热销局面。

去年6月，全球首个中国图书中心在波兰华沙社会学
与人文科学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正式揭幕成立。作为合作
内容之一，外文出版社向中心赠送了包括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在内的首批 200 多种涵盖中国政治、经济、文
化、文学等题材的中国主题图书，并将在今后5年内，每
年向中心免费赠送300种左右的中国图书，具体图书目录
由双方共同选择确定。

“中国图书中心定位于以中国图书传播中国文化，积
极促进中外人民友好和文化学术交流，为当地社会提供
及时全面的中国资讯。”徐步说，“中心的主要合作对象
将是海外高校及相关文化、学术研究机构，此类合作对
象既可为中心提供固定的场地、设施，又具备语言文化
沟通优势和专业人员优势，还可借助其在本土的文化学
术资源网络和影响力为中心进行传播推广。”

中国图书中心与相关合作方还将积极组织如中国新
书出版研讨会、中国作家作者见面会、中国文化主题沙
龙、汉语学习讲座等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充分发挥这一
海外平台的外宣作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畅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量破50万册，
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著作

解答中国发展的金钥匙
本报记者 史一棋

近期，朝鲜半岛不安宁。据
韩 军 联 合 参 谋 本 部 9 月 15 日 消
息，朝鲜当天凌晨向半岛东部海
域发射一枚导弹后，韩国也立即
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玄武-2”
弹道导弹。

面对紧张态势升级，美国务
卿蒂勒森要求对朝施压，还将矛
头指向了中俄。美方提出，中国
是朝鲜“大部分石油”的提供
国，俄罗斯是“雇佣朝鲜强制劳
工数量最多的国家”，由此呼吁中
俄对朝采取“直接行动”。显然，
美要求中俄在上述两方面对朝追
加制裁。而美官员更将此作为中
俄“对朝发射导弹零容忍态度”
的标杆。

事实上，美惯于炒作朝核问
题“中国责任论”。美及其盟友
已多次叫嚣，中国应充分利用
影响力，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
大作用，采取更多措施，加大对
朝施压。所谓“中国责任论”，实
质是赤裸裸的道德绑架。只要中
国与美在对朝政策上存在差异，
不愿 全 面 配 合 美 对 朝 施 压 ， 就
会被美冠以“不负责任”甚至

“纵容朝鲜”的罪名。中国对此
心知肚明，绝不接受美方强加
的“责任”。

中国的底气来自秉持的客观
公正原则。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
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严重
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方赞同安理会就
此采取必要措施。安理会于9月11日通过的
第2375号决议，反映了安理会成员维护半岛
及地区和平稳定、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及维

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一致立场。
但同时，中国强调制裁措施要最大
限度避免对普通民众和第三国造成
负面影响，避免殃及当事国同外界
正常、合法的经贸往来，人民正常
生活和人道局势。制裁旨在遏阻朝
鲜核导开发进程，不应成为扼杀政
权的工具。

同样，中国也反对美在朝核问
题上“甩锅”的算计。半岛核问题
的本质是安全问题，核心是朝美矛
盾。美一味迷信制裁和施压，动辄
以军事行动相威胁，干扰恢复对话
和谈判的氛围，妨碍各方在朝核问
题上形成合力。9月15日，俄罗斯
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就朝射导
行为紧急磋商后表示，美不要意图
将责任推给中俄，而应该审视自身
是否完全遵守决议内容。

中国多次重申，联合国决议
内容应得到全面、完整执行。中
方首先以身作则，一贯全面、严
格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为此付
出巨大代价，作出巨大牺牲。同
时，中国明确指出，制裁措施只
是安理会决议内容的一部分，不
可能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手
段。决议呼吁各方重启会谈，通
过谈判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一
部分不应被故意忽视。

中国不会支持朝鲜拥核，同
时 警 告 美 日 韩 勿 要 搅 乱 地 区 局
势。中国希望与美就地区局势形
成良性互动，奉劝美方不要试图
把经贸关系与朝核问题挂钩，影
响中美关系大局。美国应明白，
任何形式的“甩锅”都属不负责
任行为，对地区稳定有百害而无
一利。中国愿发挥负责任大国的

担当作用，但不会为美国的私心私利“背
锅”。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
研究所副所长）

应
全
面
完
整
执
行
联
合
国
相
关
决
议

■

苏
晓
晖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完成分离
本报北京9月17日电（余建斌、邓孟、肖建军） 9月17日16

时15分，经过近5个月的飞行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按计划与天宫二
号空间实验室完成分离，继续开展离轨前的拓展应用和相关试验。

9月17日15时29分，地面发送指令，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实施分离。按程序，天舟一号分离至后向
120米并保持位置，地面确认状态正常后，发令控制天舟一号正
常撤离，天舟一号建立三轴稳定对地飞行姿态，在高度约 400
公里的近圆轨道上开始独立运行。

首艘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开建
本报北京9月17日电（记者刘诗瑶） 记者从国家海洋局获

悉，16日，中国首艘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在中船重工武昌船舶
集团有限公司开工建造。

中国首艘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船长90.2米，型宽16.8米，续
航力超过14000海里，具有全球无限航区航行能力。该船不仅可
以为“蛟龙号”深潜作业提供水下、水面支持及维护保养，同时具
备数据、样品的现场处理和分析能力。据悉，“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支持母船预计2019年3月交付使用。

纪念中美“乒乓外交”

中国冠军队
走进联合国

9 月 15 日 ， 纪 念 中 美 “ 乒 乓 外
交”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走进联合国 45
周年友谊表演赛在位于美国纽约的联
合国总部举行。

20世纪 70年代初，一场被称为“小
球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
两国20多年人员交往隔绝的坚冰。

图为女乒大满贯得主丁宁 （左
一） 和“乒乓外交”见证者、世界冠
军梁戈亮 （左二） 在联合国进行友谊
表演赛。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摄

图为 9 月 2 日，采访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中外记者，在新闻中心阅读不同语种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