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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是亮点

本次报告显示，中国国家整体印象得分为
6.22分 （总分10分），延续了近年来小幅增长的
势头。而分年龄来看，18—35岁的年轻群体对
中国持有更好的印象，打分为6.6分。

回顾 5 年来的调查数据，中国外文局对外
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于运全认为，最明显的是
中国国家形象和海外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在稳
步上升。“而今年突出的亮点，是中国在全球治
理中的作用受认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的
主场外交，对中国国际形象起到了很好的提升
作用。”于运全对本报记者表示。

本次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表
现获得6.5分。近四成受访者认可中国“全球发
展的贡献者”形象；超六成受访者对中国在科
技和经济领域参与全球治理的表现表示“非常
认可”或“比较认可”；受访者还希望加大本国
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63%） 和科技合作 （61%）。

“随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外部世界所了
解，海外对中国的认知更加符合实际。”北京大

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说。

国家发展获好评

除了中国的全球角色以外，海外公众对中
国的发展也表达了肯定。报告显示，海外受访
者认可“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是中国快速发展
的主要原因”。其中，年轻群体态度更为积极。

中国的传统强项，如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表
现依旧强劲。其中一个新变化是，中国科技创
新能力正成为中国闪亮的名片。报告显示，59%
的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表示认可，
高铁（36%）、载人航天技术（19%）和超级计算机

（16%）成为海外认知度最高的三项科技成就。
“今年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国

内治理表现的认可度增幅超过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在欧洲，很多受访者对中国国家治理、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方面的评价显著提高。”于运全说。

未来发展被看好

以对中国内政外交的肯定为基础，海外公

众更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表现出了信心和期待。
这在调查中有着具体体现，比如预期中

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海外受访者
比例，从 2013 年的 17%增加至 33%；38%的受
访者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将持
续增强。

对中国发展前景的看好也推高了海外公众
的来华意愿。报告显示，未来 3 年内，有计划
来中国学习、工作或旅游的海外受访者比例接
近三成，其中印度尼西亚 60%、沙特阿拉伯
52%、印度51%、俄罗斯41%。他们计划访问的
地区也开始向北京、香港和上海之外的更多城
市分散。

当然，海外公众也对中国当前还存在的问
题表达关切。比如 63%的海外受访者对中国产
品质量问题表示担忧，36%的海外受访者关注
中国面临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与挑战。

对此，于运全说，目前中国的确还存在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也是本次调查对
现实的反映。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了中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实现更加平衡、充分的发
展，这正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国家形象调查报告发布 海外公众好感稳步上升

中国，世界发展的贡献者
本报记者 王 萌 李 婕

“中国整体形象好感度稳中有升，内政外交表现受好评”！
1月5日，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调查机构在京发布《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报告通过

国民形象、政治与外交、经济、文化与科技、来华意愿等多个维度，立体地描摹了海外受访者心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这已经是第五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调查在全球22个国家展开，涵盖了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

和非洲等不同区域18—65岁的当地居民，共获得全球11000个样本。透过调查数据，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正日益被认可；中国的模式和道路正获得越来越多的点赞；中国正以既古老又日新月异的姿态，赢得越来越多海外公众
的好感与探索意愿。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
闫子敏） 针对近日中国出台的人才签
证制度，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5 日表
示，中国驻外使领馆已于2018年1月
1日起进一步简化经国内人才主管部
门认定的外国人才来华签证手续，具
体措施包含四个“最”。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耿爽介绍

了四个“最”措施：一是最长有效
期，也就是颁发有效期为 10 年的签
证；二是最长停留期，也就是颁发停
留期为180天的签证；三是最短审发
时间，也就是申请次日即可颁发签
证；四是最优惠的待遇，包括“零费
用”办理，即外国人才及其家属免交
签证费和急件费。

外国人才来华签证手续进一步简化

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
胡璐、侯雪静）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
永富在5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十八大以来，脱贫攻
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5年累计减贫
6600 万人以上，创造了中国减贫史
上的最好成绩。

2012 年 底 ， 中 国 有 贫 困 人 口
9899 万人，到 2017 年底剩余贫困人
口在 3000 万左右，现行标准下的贫
困人口减少了2/3以上。从贫困县摘
帽看，2016 年有 28 个贫困县率先脱
贫摘帽，第一次实现了贫困县总量的
减少。

中国5年累计减贫超6600万人

柬埔寨百姓爱上“中国制造”柬埔寨百姓爱上柬埔寨百姓爱上““中国制造中国制造””
为了构建更完备的公共交通体系，疏解交通拥堵，柬埔寨金边

市公交局引进中国制造的公交车，给市民出行带来更多便利。
小图：1月5日，在柬埔寨金边，乘客走下“宇通”公交车。
大图：一辆“宇通”公交车经过独立纪念碑。

索万纳拉摄 （新华社发）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在湖泊实施
湖长制的指导意见》1 月 4 日正式公布。
意见要求到 2018 年年底前在全国湖泊
全面建立湖长制，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
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

任务有望提前完成

据 1 月 2 日召开的全国水利厅局长
会议透露，2017 年，我国新开工 16 项
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超额完成《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的年度任务，年度中
央水利投资计划完成率达94%。水利部
部长陈雷透露，今年，还将新开工一批
重大水利项目，“加大珠江三角洲水资
源配置、淮河入海水道二期、新疆玉龙
喀什、四川大桥水库灌区二期等工程前

期工作力度，深化黄河古贤等工程前期
论证，新开工一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
程。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步伐，做好
已完建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力争早日发
挥工程效益。”

陈雷介绍，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制
取得重大进展，省市县乡四级工作方案
全部出台，6项配套制度基本建立，设立
乡级以上河长 31 万名、村级河长 62 万
名，湖长制全面启动实施。中央确定的
2018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湖长制任务
有望提前完成。

多地已经取得成效

梁子湖是湖北省蓄水量第一、面积
第二大的湖泊，也是亚洲湿地保护名录

上保存最好的湿地保护区之一，被列为鄂
东战略备用水源地，经过多年保护重现

“梦里水乡”景观。2012年，湖北省颁布了
首个地方湖泊法规，设立“湖长制”梁子湖
第一位“管家”由一位副省级干部担任。

据介绍，梁子湖水质保持在二类以
上，有着生物进化研究的“活化石”之
称的中华桃花水母大面积出现。武汉大
学梁子湖保护专家于丹说：“这说明梁
子湖水域保护效果非常好。”

2017年 8月，浙江省绍兴市也推出
了《关于全面推行“湖长制”管理工作的
意见》，在 3300 多个湖（库）全面推行

“湖长制”。作为“河长制”管理升级
版，绍兴“湖长制”的总目标是：到
2020年，全面建成湖（库）健康保障体系，

确保全市饮用水主要水源地生态安全。
绍兴市水城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河长制”基础上全面推行“湖长制”，
重在强化源头治理，巩固“五水共治”
成果，同时，更好发挥湖 （库） 对河流
水质提升、乡村美丽经济建设的作用。

湖长制是及时必要补充

中共十九大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首次会议推出一项改革新举
措：“湖长制”。业内专家认为，这是中
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生态文明
建设方面的新探索，美丽中国向前迈出
新步伐。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
惠远说，“湖长制”是“河长制”基础
上及时和必要的补充，此举意义重大。

不论河长制还是湖长制，目的都是
强化地方党政一把手对辖区内自然资源
资产的监管责任。河湖长制创造性地将
辖区内分散的水环境保护管理职责向地
方党政主官集中，提升了地方对水环境
治理的关注度，推动了环境保护属地责
任的落实。

中国今年全面建立湖长制
本报记者 陆培法

中国邮政1月5日发行《戊戌年》特种邮票。2018戊
戌狗年生肖邮票是第四轮生肖邮票的第三枚，由周令钊
先生设计，共 2 枚，第一枚为“犬守平安”，第二枚为

“家和业兴”。邮票采用胶雕套印，全套售价 2.40元，小
本票售价12元。图为《戊戌年》特种邮票。

廖祖平摄 （人民视觉）

《戊戌年》特种邮票发行《戊戌年》特种邮票发行

本报电 （吴际、田捷） 近日，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中华书
法教育进课堂公益活动在陕西省延
安市实验小学隆重举行。

此次“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
人”书法教育进课堂延安站活动，
旨在通过公益活动和媒体力量，向
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慈善人士发布

赵丽蓉文化艺术教育基金成立的意
义及宗旨，呼吁大家聚焦合力，共
同助力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活
动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陕
西省妇女联合会、延安市宣传部、
延安市妇女联合会、延安市教育局
联合主办，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赵
丽蓉文化艺术教育基金承办。

本报北京1月 5日电 （记者聂
传清） 大型非遗创意舞台剧 《记忆
5D+》 4 日晚在北京北展剧场进行
了国内首演。本剧以中国哲学的

“黑白阴阳”文化为故事版本，运用
世界上最先进的视听设备，最新的
视觉成像技术和气味传感技术，在
3D 投射的背景墙上打造虚实交汇、
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

主创团队深入云南、江苏、内
蒙古等地对非遗艺术进行采风，在

37项世界级中国非遗艺术和1300多
项国家级非遗艺术项目中甄选出古
琴、大牧笛、马头琴等30多个非遗
项目融入舞台表演。该剧正在筹备
赴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以及

“一带一路”参与国家进行巡演。总
导演乌兰雪荣说：“该剧要表达的是
中国人‘大爱、平衡、和谐’的人
文思想和文化理念。我们要把这些
优秀文化思想传播出去，我们有足
够的自信！”

大型非遗创意秀北京首秀

延安举行书法教育进课堂活动

本报北京1月 5日电 （记者赵
展慧） 5 日，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推动下，由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
发投资公司牵头联合40余家金融机
构共同发起的“东北振兴金融合作
机制”在北京成立。这40余家金融
机构包括工商银行、中国人保、中
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信保、辽
宁省社保基金、北京首钢基金等。

东北振兴金融合作机制旨在搭
建连通政府部门、金融投资机构与
东北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类企业之

间的桥梁，打造开放式信息共享平
台和投融资服务合作平台，汇聚金
融资源，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
兴。合作机制在现行金融监管体制
下规范运作，主动接受一行三会等
监管部门指导。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林念修说，当前东北地区经济筑底
回稳的迹象逐步显现，积极因素不
断积聚。合作机制要为推动东北经
济转型发展打造助力器，为防范化
解重点领域风险构建安全阀，为优
化东北金融生态环境提供新途径。

东北振兴金融合作机制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