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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4月 11日上午，在英国伦敦乔治街
一号会议中心，盖尔教育出版社国际常务董事特
里·罗宾森拿到了他期盼已久的《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第二卷。特里·罗宾森全家都是这本书的粉
丝。他的妻子有一本葡萄牙语译本，后来她还将这
本书送给了远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父亲。“习近平
主席粉丝遍全球。”特里·罗宾森对记者说。

当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多语种图
书全球首发。自 2014 年 9 月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第一卷出版发行以来，该书在全球引起热烈
反响。这本书成为全球民众了解中国的金钥匙。

学习中国经验的必读书

与特里·罗宾森一起参加首发式的还有他的同
事，盖尔教育出版社高级副总裁保罗·盖佐罗。保
罗·盖佐罗说，出版社决定给管理层每人发一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曾要求主管经济等方

面的高级官员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相
关领域的部长级以上官员基本人手一册。

埃及中高层政府官员非常重视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视之为治国理政的案头册。相关部门负
责人在考虑学习中国经验之时，往往都会阅读阿
拉伯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国的理论是‘我们’”

法国拉加代尔旅行零售集团是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一书的海外代理商之一。在首发式现
场，其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伍德·法布尔向记者分
享了这本书销售情况。“第一卷的销售很火爆，尤
其是在东欧地区以及波兰、捷克、阿联酋等国
家。今后我们会继续通过全球销售网络发行这本
书。”伍德·法布尔说。

一位名为奈姆·特莱德的读者留言说：“这是一
本史无前例的好书，一定要将它放进你的书架。”

很多国家的读者在不同场合分享了自己的阅
读体会。

4 月 11 日晚，英国王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创
始人西蒙·霍沃思在 Twitter （推特） 上晒出了阅

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的照片，并评论
说：“美国的理论是‘我、我、我’；中国的理论
是‘我们’，是对人类社会负责任。”

4 月 12 日，看到图书首发式的新闻后，曾任
墨西哥驻华大使的豪尔赫·瓜哈尔多说，“为了买
到这本书，书店里排起了长队，队伍都延伸到了
墙角。所以，我希望这本书能继续扩大供应量”。
豪尔赫·瓜哈尔多表示，他很期待第三卷问世。

“读起来是一种享受”

一本中国书为何引发全球阅读潮？
在首发式现场，美国博古睿研究院执行副总

裁中川黎明向本报表示，她有幸两次见过习近平
主席，“习主席有强大的决心，并且十分有才

智”。习近平主席的领袖魅力，让中川黎明忍不住
去阅读他的著作。

中川黎明也表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必须了解中国”。而《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 被很多人视为了解中国最直接的
方式。

“现在有很多所谓的‘中国通’，但实际上他
们只是去过中国几次，对中国文化和国情并不了
解。而这本书是了解中国体制、市场和未来发展
方向的最直接方式。”特里·罗宾森说。

愉快的阅读体验也是这本书的吸引力所在。
作为一位国际出版商，保罗·盖佐罗很关注一本书
的翻译质量。“这本书翻译得十分绝妙，在精准妥
当重现原意的基础上，文字有滋有味，读起来是
一种享受。”保罗·盖佐罗说。

本报北京 4月 12 日电 （严瑜、
曾繁强） 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
商会与世界商会联合会联合主办的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12日在北
京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的700余名
嘉宾参加会议。本次论坛以“释放
潜能，共享未来”为主题，与会代
表围绕贸易与电子商务、基础设施
建设与互联互通、金融合作与经济
发展、法律服务与风险防范等议
题，进行深入研讨。

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
工商联主席高云龙表示，中方愿与
各方一道，进一步做好战略对接，
促进设施联通，深化经贸合作，加
强资金融通，让共建“一带一路”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世界商会联合
会主席彼得·米霍克在论坛上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论坛，推动构建起跨
越各洲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网
络，进一步深化各国互利合作，为
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举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多语种图书首发引全球关注

“习近平主席粉丝遍全球”
本报记者 潘旭涛 英国《华商报》记者 李忆璨

就阿尔及利亚发生严重军机坠毁事故

习近平向阿总统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阿总理致慰问电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崔文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特使、海洋统筹部长卢胡特。

李克强表示，中国和印尼隔海相望，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今年适逢两国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5周年，中方愿同印尼密切高层往来，加强“一带一
路”倡议同印尼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双方经济互补优势，推进基础设施、投
资、产能等领域合作，使中国同印尼关系的发展不仅造福两国人民，而且有
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李克强会见印尼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2018年“中国－东盟创新年”启动仪式暨中
国－东盟创新论坛开幕式4月12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分别致贺信。

李克强在贺信中指出，希望双方以“中国－东盟创新年”为契机，共同
把握科技革命历史机遇，推动科技创新合作提质升级，为加强中国－东盟合
作和推动东亚区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李克强信贺中国—东盟创新年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白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2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荷兰首相吕特。

栗战书表示，近年来，中荷关系之所以能够快速平稳发展，最重要的经验就
是双方坚持把政治互信放在优先地位，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重大关切和发
展道路，不搞冷战思维；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问题，不搞“麦克风外交”；
坚持扩大互惠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不搞我赢你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荷兰议会
一道，落实好习近平主席与首相先生会见时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两国务实合作
提供法律保障，共同促进经济全球化，推动两国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栗战书会见荷兰首相

随着今年一季度中国 GDP 数据临近发布，
市场上的分析与议论持续增多：中国经济首季
表现究竟怎样？未来前景又将如何？

对此，专家指出，从已发布的各项指标及
整体经济形势来看，一季度中国经济可谓表现
不俗，继续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
态势，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
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不断积累增多，
经济增速也有望达到与去年四季度相当的水平。

多项指标显示向好

近期，一系列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纷纷表
现强劲。财政部4月9日介绍，1-3月，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3.6%。其中，受工业
生产运行加快、服务业景气持续提升、消费市
场较为活跃、外贸进出口较快增长等带动，
1-3 月工业增值税、商业增值税、改征增值
税、国内消费税、进口环节税同比分别增长
16.6%、21.1%、22.9%、28%、14.4%，合计拉高
全国财政收入增幅约10个百分点。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指出，一季度全国财政收
入特别是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反映出我国经济运
行延续稳中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条件不断累积。

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1-2 月，全社会物
流总额同比增长7.7%，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8
个百分点。一季度全国铁路日均装车完成17.05

万车，同比增长7.9%，环比增长6%。国家发改
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赵辰昕表示，运输与物
流需求快速增长显示国民经济增势强劲，表明
经济运行开局向好。

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数据给力的同时，经济质量效益也在稳步提
升。以用电量为例，一方面新兴产业用电保持增
长势头。1-2 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8.5%，增速较去年同
期回升10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四大高耗能
行业用电增速有所回落，1-2 月份，化工、钢铁、
建材、有色四大高耗能行业合计用电同比增长
8.4%，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3.4个百分点。

从整体产业结构来看，国家统计局服务业
司有关负责人介绍，3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
动指数高于制造业生产指数1.5个百分点，非制
造业业务总量的增长继续快于制造业生产，我
国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升级。

作为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消费继续表现
强劲。商务部预计，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10%左右。

“今年以来，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
取得了不错的开局，如经济效益持续提高、新
动能加快成长、实体经济成本得到有效降低
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

究员张立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多家机构上调预期

中国经济整体的良好表现进一步增强了市
场的信心。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交通银行、兴
业研究公司等多家机构预测，一季度经济增速
为 6.8%左右。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国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预测则更为乐观一
些，二者预计一季度GDP增长6.9%左右，增速
较去年四季度回升0.1个百分点。

张立群表示，从已发布的各项指标及整体经
济形势来看，一季度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实现良好开局，经济增
速达到与去年四季度相当的水平应该问题不大。

全年来看，国内外机构也保持着相对乐观
的预期。4月 12日，世界银行将 2018年中国经
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6.4%上调至6.5%。亚洲开
发银行4月11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今年将
继续保持增长势头，GDP增长率预计为6.6%。

“为了进一步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接
下来，我们还需将相关风险点、不确定性因素
考虑在内，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张立
群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在推动高
质量发展方面多下功夫，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首季表现不俗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中国经济首季表现不俗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2日就阿尔及利亚军机坠
毁事故向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一架军机不幸坠毁，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沉痛
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诚挚的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阿尔及利亚总理乌叶海亚致慰问电。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措施，缓解看病就医难题、提升人
民健康水平；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顺应民生期
盼使患者更多受益；部署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
为农村孩子提供公平有质量的义务教育。

会议决定，从2018年5月1日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
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我国实际进口
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较大幅度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负。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崔文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荷兰首相吕特举
行会谈。

李克强强调，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仍面临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中方
希望欧盟保持团结发展，愿同荷方、欧方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
贸易体制，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希望荷兰发挥中欧经贸合作“桥头堡”
作用，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衡发展。中国开放
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希望中荷、中欧乃至世界各国相互开放的程度越来越
高，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多赢。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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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特举行欢迎仪式。

李克强同荷兰首相会谈

图为4月11日，在英国伦敦，嘉宾出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多语种图书首发式。
伊莎贝尔·因方特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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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4月12日电 12日，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
庭审理了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原委
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受贿一案。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
指控：2002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孙
政才利用担任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
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农业部
部长、吉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
员、重庆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企业
经营、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单独或者伙同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
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7

亿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

证据，被告人孙政才及其辩护人进
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对出庭作证的
两名证人进行了交叉询问，在法庭
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政才
进行了最后陈述，表示自己受到法
律的庄严审判，是咎由自取、罪有
应 得 ， 自 己 心 服 口 服 ， 真 诚 地 认
罪、悔罪，真诚地服从法院判决。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
及各界群众130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
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受贿案一审开庭

4 月 11 日，江苏省
苏州吴门扇艺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组织近 30 名在
苏州独墅湖高教区高校
学习的法国留学生参加
吴 门 扇 艺 文 化 体 验 活
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图为法国留学
生在吴门扇艺画师指导
下学习扇面绘画技法。

王建康摄
（人民视觉）

法国学生
学 扇 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