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要 闻要 闻 2018年4月10日 星期二
责编：石 畅 卢泽华 邮箱：cnshichang@foxmail.com

4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
访问的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李克强在人
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呼日勒苏赫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2018年4月7日是第69个世界卫生日，也是世
界卫生组织成立的第 70个年头。今年世界卫生日
的主题是“全民健康覆盖：每一个人，每一个地
方”。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代办苏沛指出，中
国运行良好的卫生系统已成为全民健康的基石，
为解决全球基本卫生服务覆盖问题提供了可借鉴
的经验。

维护世界卫生安全

4月 4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世界卫生
组织举办的世界卫生日活动中，苏沛表示，中国
自 2009 年开始的新一轮医疗改革已取得大量成
就：健康指标有了显著改善，期望寿命增加，婴
儿死亡率下降。自费医疗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
例已降至30%以下，覆盖全民的医疗体系基本建成。

放眼全球，中国积极参与世界传染病疫情防
控、重大灾害卫生救援等行动。2017 年，中国首
个H7N9病毒疫苗种子株成功研制，为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流感疫苗株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埃博拉疫
情肆虐期间，中国先后组织派遣各类公共卫生专
家 17 批 149 人次，派出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
长、工作覆盖之广，均创先河……

建设“健康丝绸之路”

68岁的巴基斯坦人阿赫塔尔患白内障已经两年
多。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他一直没有按时就医，一
侧视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差，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幸
运的是，今年阿赫塔尔成为“2018 健康快车巴基斯
坦光明行”项目惠及的500名巴基斯坦患者之一，困
扰他多年的疾病被来自中国的医生免费治愈。

自 2014 年以来，中国医疗队已经在非洲、东
南亚以及加勒比海等地区的 20多个国家开展“光
明行”活动，使数以千计的患者重见光明。不仅
如此，近年来，与中国签署双多边卫生合作协议
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已接近 45个，中
国的“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初见成效。

截至目前，中国已先后实施41项重大项目活动，
包括与中亚国家开展的人畜共患病防控合作、与湄
公河流域国家开展的传染病联防联控合作等；累计
与沿线国家合作培养1200余名公共卫生管理和疾病
防控人员；累计为5200余名沿线国家的白内障患者
实施复明手术，为近3万名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
任米歇尔·西迪贝表示，中方倡导的“健康丝绸之路”

新合作范式呼应了时代之需，将在包容性的基础上
助力生存与发展权再分配等全球关注的目标实现。

严防因病致贫返贫

今年 50 岁的管光明家住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
白鹤滩镇莲塘社区，他患肾病多年，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一个星期要透析1次，去年总共花费10.14万
元，通过各种报销，自己只出了 7951 元，给家庭减
轻太多负担了。”管光明说，政府的健康扶贫工程
为他节省了不少费用，“让自己的家庭有了希望。”

为了不让“病根”变“穷根”，围绕“让贫困人口
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和少生病”的脱
贫目标，中国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防止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分类救治420多万贫困
患者，仅2017年一年就有185万户因病致贫、返贫
家庭摆脱了贫困。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贺胜称，中国
将全面落实“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
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思路，聚焦深
度贫困地区和重点人群，做好 9 种大病的专项救
治，抓好慢病综合防控，完善健康服务。

“中国方案”助力全球卫生事业
杨俊峰 原 洋 崔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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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查文晔） 博鳌，海南万
泉河畔的一颗明珠。每年春季在此举行的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曾见证了两岸关系的重要时刻。2013 年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两度在此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
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一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指明方向。

两岸一家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习近平总书记在两
度会见萧万长先生时，都语重心长地阐述两岸同属一个
中国、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的深刻道理，并对两岸同胞携
手实现民族复兴寄予厚望。这既表明大陆方面对“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定不移，也体现出总书记将台

湾同胞视作骨肉天亲的真挚情感。
2013 年 4 月会见萧万长先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大陆方面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决心是坚定
的，方针政策是明确的。我们将保持对台大政方针的连
续性，继续实施行之有效的各项政策，促进两岸关系发
展不断取得新成就，更好造福两岸同胞。两岸同胞要真
诚团结合作，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有所成。”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见萧万长时引用的这句话意味深长。他指
出，对海峡两岸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真正认识和切实

把握历史机遇，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携手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根据当时两岸关系的发展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对促
进两岸合作提出4点希望，其中首先谈到希望本着两岸同
胞一家人的理念促进两岸经济合作。他强调，两岸同胞
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我们会更
多考虑台湾同胞的需求和利益，积极促进在投资和经济
合作领域加快给予台湾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为深
化两岸经济合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2015 年 3 月会见萧万长先生时，习近平总书记表
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是命运共同体。我

们愿与台湾同胞一道，加强合作，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同等待遇”，现已成为大陆惠
及广大台胞政策的鲜明主题。近年来，大陆方面切实回
应广大台湾同胞的诉求和期盼，真心实意、想方设法
增进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
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2018年2月，国务院台办、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共同出台了 《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将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含金量高，含情量更高”的
政策“干货”，有效提升了台湾同胞的获得感，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希望两岸同胞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两岸同胞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
是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回顾习近平总书
记以往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的涉台论述，他对台湾
同胞的殷殷期许、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心跃然纸上。尽管
当前两岸关系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但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指出的，只要两岸凡事都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考虑，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阻碍，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

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涉台论述回顾

据新华社海南三亚4月 9日电
以“亚洲媒体合作新时代——互联
互通与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亚洲媒
体高峰会议，4月9日于博鳌亚洲论
坛 2018 年年会期间在海南三亚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
为“弘扬开放创新精神，共促亚洲
繁荣发展”的主旨演讲。

黄坤明强调，开放创新的亚

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为各国媒体
携手共进、展现作为提供了难得机
遇和广阔舞台。亚洲媒体要高扬
时代主题、弘扬创新精神、凝聚
合作共识、推动文明对话、传播
亚洲声音，积极为亚洲振兴鼓与
呼，讲好亚洲人民创新创造、各国
合作共赢的故事，充分发挥正面舆
论引领作用，推动建设美好世界、
美好亚洲。

黄坤明出席亚洲媒体高峰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崔文
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日上午在人民大
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蒙古国总理
呼日勒苏赫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中蒙互为重要邻国，
是好朋友、好伙伴。2014 年习近平主席
访问蒙古国，中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中方赞赏蒙古国政府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愿同蒙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
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方向，不断
巩固政治互信，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
政府、议会、政党等交流，密切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使中蒙关系的发
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地区的和
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李克强指出，中蒙都面临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的重任。中方愿同蒙方发
挥经济互补与地理毗邻优势，加强中方

“一带一路”和蒙方“发展之路”对接落
地，尽快启动自贸协定联合可研，加快
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加强产能、
投资、农牧业深加工、能源矿产、过境
运输等合作，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污
染治理、城市及口岸基础设施等民生项
目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李克强强调，明年中蒙将迎来建交

70 周年。中方愿同蒙方一道把握机遇，
推动中蒙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要创
新形式、丰富内容，办好建交纪念交流
活动，加强青少年、文化、媒体、旅游
等领域人文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夯实
中蒙友好的民心基础。

呼日勒苏赫表示，同中国发展睦邻友
好关系是蒙古国对外政策的首要方针。
蒙新政府将继续奉行这一政策，丰富深化
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蒙方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台湾、西藏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藏、涉台都是中
国内部事务，这一政策不会改变。中方亲
诚惠容的周边政策为蒙中关系发展提供
了新机遇，蒙方愿同中方加强政治互信，
保持高层互访，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战略
对接，在年内启动双边自贸协定可研，拓
展在贸易、旅游、产能、矿产、农牧业、运输
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蒙中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提质升级。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
交换了意见。

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呼日勒苏赫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经
贸、人文、产能、环保等领域多份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李克强同蒙古国总理会谈时强调

加快两国发展战略对接落地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

白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
会会长河野洋平及该会代表团成员。

李克强表示，近一段时间，中
日关系总体保持改善向好势头，两
国之间有不少积极互动，但也仍然
存在一些挑战。要珍惜出现的好的
势头，保持远见和定力，为双边高
层交往以及两国关系重回健康轨道

营造有利氛围。
李克强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复

杂变化背景下，中国倡导多边主义，
支持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促进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将持续推进
改革，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我们将办好自己的事，努力保持中国
经济当前稳中向好的势头。欢迎包括
日本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共创
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双赢。

据新华社北京4月 9日电 （记
者崔文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 9 日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
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和奥地利总
统范德贝伦。

在会见呼日勒苏赫时，栗战书表
示，中方愿同蒙方一道，保持高层交
往，尊重双方关切，丰富经贸合作内
涵，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两国
立法机构要发挥议会定期交流机制

平台作用，分享治国理政和立法经
验，服务国家关系发展大局。

在会见范德贝伦时，栗战书表
示，中方愿同奥方一道，落实好两国
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政治互
信，加强对话交流，理解和照顾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深化包括“一
带一路”建设在内的各领域合作，推
动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基础，为新
时代两国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8日
和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韩正分别到生态环境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调研。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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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提
高政府效能，坚持问题导向，回应
群众关切，密切结合实际，以更加
务实的态度解决问题，把为人民群

众造福的事办实办好。
韩正强调，要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更加
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
行禁止。要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始终警钟长鸣，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驰而不息整治“四风”，打
造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
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

据新华社北京4月 9日电 （记
者谭晶晶）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9 日
在中南海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王岐山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指导我们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奔向第二个百年目
标。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定

“四个自信”，拓宽眼光、保持定力。

认清潮流最重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发展离
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新时代开放理念具有丰富内涵，中国
将坚定不移在更高层次上扩大开放。
中新关系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双方
合作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新方互学
互鉴，推动两国关系全方位发展。

李克强会见日本客人

栗战书分别会见蒙奥领导人栗战书分别会见蒙奥领导人

韩正在两部委调研

王岐山会见新加坡总理

本报海南博鳌4月 9日电 （记
者叶子、彭训文） 9 日，博鳌亚洲
论坛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在随后
召开的新一届理事会会议上，第8任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选理事长。

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任博鳌亚
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根据章程规
定，中方首席代表为理事会当然理
事，并担任副理事长。中国外交部
副部长李保东被理事会任命为秘书
长。根据论坛章程，秘书长为理事
会当然理事。

新一届理事会由19人组成，潘

基文、周小川、李保东等12人为新
当选理事。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董
事长、CEO阿尔拜延，巴基斯坦前
总理阿齐兹，海南省常务副省长毛
超峰，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等 7 位
理事连任。新当选理事由亚洲和世
界各国政商领袖组成，包括菲律宾
前总统阿罗约，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
雷斯，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董事长工藤
泰三，三星电子前CEO权五铉等。

新一届咨询委员会共由17人组
成。在随后召开的新一届咨询委员
会会议上，福田康夫当选咨询委员
会主席，曾培炎当选副主席。

博鳌亚洲论坛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潘基文当选理事长

博鳌亚洲论坛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潘基文当选理事长

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万
隆村平均海拔 1400 米，森林
覆盖率超过80%。当地群众祖
祖辈辈养成了珍惜自然、保护
自然的好传统，目前，万隆村
有全市最大的古栲树群、古茶
树群，这些古树和当地汉彝
同胞和谐共生，传为佳话。

图为4月8日，重庆市綦
江区石壕镇万隆村，彝族同
胞采摘拥有 400 多年树龄的
红柴枝嫩叶，用来泡茶喝。
据传，这株红柴枝是以前生
活 在 当 地 的 仡 佬 族 人 所 栽
种，因此也被人称为“仡佬
茶树”。

夏昌铭摄 （人民视觉）

汉彝同胞汉彝同胞
共护百年古树共护百年古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