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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7日，2018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广
西）集中示范服务活动在融水苗族自治县进行，苗族群
众在观看文艺演出时开怀大笑。龙涛摄 （人民视觉）

1月 19日，201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体
育广场举行，来自科技部门的工作人员讲解“锥体上
滚”的操作。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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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

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
张高丽汪洋出席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1月 22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

《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
会上，大家认为，中国经济有条件、有

能力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各行各业竞争力不
断增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了服务业、
新动能的蓬勃发展，托举了就业稳定增加。
国务院参事刘燕华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提出要加大力度建设创新服务平台、优
化创新环境。北京大学周其仁建议，要针对
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整带来的外溢影
响，加大我国改革力度。北京市检察院甄贞
提出，社会治理要明确政府权力边界，突出
共建共治共享，提高精细化水平。摩根士丹
利邢自强提出，要推动新型城镇化，释放小
城市发展潜力，带动消费升级。一汽集团徐
留平建议在行业层面加快国企混合所有制改
革，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实现按市

场规律运营。盒马鲜生公司侯毅谈到，要推
动 互 联 网 拥 抱 实 体 经 济 ， 引 领 全 球 零 售 变
革 。 魏 桥 集 团 张 士 平 希 望 政 府 调 控 宏 观 要
稳、微观要活，要保护民间投资积极性。

李克强同大家深入交流，要求有关部门对
提出的建议认真研究。他说，去年中国经济稳
中向好、好于预期，不仅表现在经济总量有大
的增加，更表现在经济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
升。但也要看到，当前困难挑战仍然较多，风
险犹存，我们要安不忘危、兴不忘忧，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时机、节
奏和力度，更多依靠改革开放创新促进转型升
级、新动能加快成长，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上打
开新局面、迈出新步伐。

李克强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大
和与全球经济的融合持续加深，中国经济运行
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变化，复杂性也显著增
加，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
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等都对我们增强经济驾驭

能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了全新要求，必
须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经济运行规律，更好地精
准有效施策，更好地发挥微观主体的作用。各
级政府要主动深入基层、企业调查研究，贴近
市场、贴近群众，倾听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
呼声，继续实施简政减税降费，依托“互联
网+”打造社会化的创新服务平台，链接社会
各类资源形成创新合力，提高国有企业竞争
力，营造保护产权、尊重激励企业特别是民营
企业干事创业的氛围，千方百计为市场主体优
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新型城镇化，落
实相关规划和政策，加快推动农民工在城市落
户，成为融入城市的新市民。围绕增进社会公
平正义，创新思路和方法，不断完善社会治
理。

李克强说，希望广大专家、企业家发挥专
长，反映实情民意，多谋良策、多献诤言，让
更多的“金点子”变成政府解决难题、改进工
作的“金钥匙”。

刘延东、马凯、杨晶、王勇参加座谈会。

据新华社北京1月 23日电 （记
者侯丽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
德江 23 日在人民大会堂与阿拉伯议
会议长苏莱米举行会谈。

张德江说，去年7月，习近平主
席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访华期间提
出了中方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
点主张。中方坚定支持巴人民恢复民
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理解阿拉伯
国家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的关切和
诉求，支持阿拉伯国家为推动和平解
决巴勒斯坦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中
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保持沟通与协调，

共同致力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
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

张德江说，议长先生此访是中国
全国人大与阿拉伯议会的首次正式交
往，对于丰富中阿关系内涵具有重要
意义。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开展形
式多样的交流合作，为促进中阿战略
合作关系深入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苏莱米说，阿拉伯议会愿加强与
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积极推动
阿中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深入发展。

张德江与阿拉伯议会议长会谈

新华社北京 1月 23日电 全国
侨办主任会议 23 日在京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出
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奋力开
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

杨洁篪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侨务
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各级
侨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侨务工作取
得显著成绩，为国服务为侨服务更加
务实有效，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力向
心力不断增强。

杨洁篪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
侨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推动
侨务工作实现新发展。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
侨眷投身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
展、“一带一路”建设等。要突出为
侨服务、团结凝聚侨心，创新体制机
制，进一步发展壮大海外侨界爱国友
好力量，发挥好他们在弘扬中华文
化、促进中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共同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杨洁篪在全国侨办主任会议上强调

奋力开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

本报北京1月23日电（记者叶紫） 自 2017年 8月，人
社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 《关于切实做好社
会保险扶贫工作的意见》 以来，在减轻贫困人员参保缴费
负担、减轻贫困人员医疗费用负担、体现对贫困人员的适
度优先等方面，各地积极制订社保扶贫政策。

全国目前已有23个省份出台了社会保险扶贫文件，27
个省份制定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向贫困人员倾斜政策，所有
省份均落实了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政
策，享受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贫困人口超过
1515 万人，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贫困老人超过
1681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1月 23日电 （记
者闫子敏） 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外相河野太郎近日关于希望改善日中
关系的积极表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2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日
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
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与发展。

华春莹说，中方在改善和发展中
日关系方面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日关
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
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与发展。

她说，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
基础上，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
周年为契机，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妥
善管控分歧，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
方向改善和发展。中方愿与包括日方
在内的各方一道，本着共商、共建、共
享的原则，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实现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繁荣。

“我们也注意到日方有关东海问
题的表态。”她说，希望日方言行一
致，将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表态切实
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中去。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1月23日，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拉开帷
幕。展览根据家风的形成与特点，分为“家”“家教”“家风”
三个部分，通过各类型海内外华人家庭的家教、家风故事，展

示了中华家风的生命力、凝聚力及其在新时代的风采。
图为一名小朋友和家长在观展。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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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国家发改委等 15部
委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开展 2018 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并陆续前往全国各地组织开展集中示范活动。

把快乐送到基层，把技术送到田间，把健康送给农
民，一系列惠民活动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现场人气爆棚

1月15日下午，冬日的暖阳照耀着安徽省凤阳县小溪
河镇金庄村农民文化广场，2018年全国暨安徽省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这里拉开帷幕。

“快瞧，那里有洋大夫！”小溪河镇金庄村农民文化
广场一角停着的眼科流动手术车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
队伍，古巴眼科医生胡安正在聚精会神地给一位大娘看
病。“我的眼睛这两天不舒服，一见风就流眼水，赶紧来
看看。”72岁的王振华说，“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外国专家
诊治，平时真的想不到！”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价格肯定很贵吧？”安徽省农
委服务台前，一架架植保无人机一字排开，吸引了众多
群众驻足。“这些植保无人机主要用来给农田喷药。”安
徽翔农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建平向前来围观的村
民介绍。“喷农药都用飞机了！”围观的村民议论纷纷。

1 月 16 日，在陕西省西乡县，全国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陕西分会场，上万名群众把各个
服务台围得水泄不通。球幕电影、智能机器人和3D打印
技术人气爆棚，吸引了大量群众围观。

把最先进的文化科技卫生成果带进农村，各地“三下
乡”示范活动现场的新鲜事物，着实让村民们开了眼界。

服务脱贫攻坚

1月 19日，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
活动走进“红色故地”甘肃省两当县。当天，两当县日
月广场上，一列排列整齐的服务站前人头攒动。

家住两当县的焦金芳当天在现场学会了缝制手工
包，她笑着说：“这里的老师都是免费教课，我们长了知
识，还可以赚钱，真的很不错。”

“这样的培训我们很需要，培训内容也很实用。”1 月
19日下午，听完专家在养蜂技术培训班上的讲课后，两当
县乔河村村民马喜平语气里流露着感激。当天培训结束
后，工作人员还给现场村民免费发放了蜂帽等工具。

据悉，今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都
安排在有关省 （区、市） 的贫困地区和贫困县开展，除
了给当地提供物资和资金援助，各主办单位还给当地农
民带来先进的生产理念和工具，并提供技术指导，从源
头上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

“早就听说中央派来了‘三下乡’演出团，这几天一
直盼着呢。”

1月 20日，适逢农历大寒，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
县民族文化广场上，寒风凛冽却热闹非凡。沿河县的谢
芬一大早就带着 3岁的孙女来到了文化广场等候，希望
能近距离看看在家门口的文艺演出。

来自贵州省文联的李燕，正在一旁给展台前的群众
发放免费图书。“文学类、艺术类图书最受欢迎，尤其小
说很受大家喜爱。”这是李燕今年参加的第四场“三下
乡”活动，百姓们的阅读偏好，她都看在眼里。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补齐“精神短板”，今年全
国各地的“三下乡”示范活动在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的同时，也把法律带到农民身边。

1月 19日，在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内蒙古
示范活动中，加大“法律下乡”力度成为亮点。各组织
部门给敖汉旗萨力巴乡群众送来了普法教育书籍和法律
咨询等服务。

“送法律下乡，有助于乡风文明和谐。”敖汉旗新惠镇
康家店村的村民张利全为“法律下乡”活动竖起了大拇指。

“三下乡” 人 气 旺
潘旭涛 高 敏

据新华社昆明1月 23日电 （杨
静、钟立业） 随着四国执法艇缓缓驶
离中国关累码头，中老缅泰第 66 次
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 23 日正式
启动。

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负
责人介绍，此次行动四国共派出 7
艘执法船参与巡航，总航程 500 余
公里。巡航期间，四国将派出指挥
官在编队指挥艇53901艇共同指挥勤
务。

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将在相关水域

开展水陆联合查缉、联合走访、治安
形势调研等行动，共同分析研判湄公
河流域治安形势和水文变化情况，全
力维护湄公河国际航运安全。此外，
四国执法队员还将就船艇损害管制科
目开展交流。

2011 年，在中国的倡导下，中
老缅泰四国秉持“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包容并蓄、平等互利”的湄公河
精神，创造性建立起湄公河流域执法
安全合作机制，开展湄公河联合巡逻
执法行动。

第66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启动

本报北京1月23日电（记者严冰）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
路总公司获悉，由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企业中国铁路国际
有限公司牵头实施的印尼雅加达至万隆高铁建设工程，至
2017年底，已有十多处工点先行开工建设。

2017年 5月 14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印尼高铁公
司正式签署贷款协议，雅万高铁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2018年，中印尼双方将重点推进征地拆迁等工作，加快推
进工程建设，争取重点控制性工程 3 月底前取得突破性进
展，年中实现全线基础设施全面开工。

雅万高铁多处工点已开工

社保扶贫惠及贫困群众

本报北京1月23日电（记者李心萍） 记者从国家质检
总局获悉，2017 年全年共抽查 19124 家企业生产的 20192 批
次产品，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为91.5%。从近5年的
抽查情况看，产品抽查合格率分别为 88.9%、92.3%、91.1%、
91.6%、91.5%，2017年同比2016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

2016 年和 2017 年连续跟踪抽查的产品有 107 种，其中
51种产品抽查合格率有所提高，平均提高6.6个百分点。与
2016年相比，抽查合格率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电磁灶，提高
了 27.6 个百分点；抽查合格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轮滑鞋，
降低了42.1个百分点。

去年国抽合格率为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