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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意大利
《晚邮报》 发表题为 《东西交往传佳话 中意
友谊续新篇》的署名文章，文中多次提到同一
个词——“一带一路”，还提到一位与丝绸之
路关系密切的人物——马可·波罗。

习近平说，我们愿同意方共建“一带一
路”，发挥两国“一带一路”合作的历史、文
化、区位等优势，把“一带一路”互联互通
建设同意大利“北方港口建设计划”、“投资
意大利计划”等对接，在海上、陆地、航
空、航天、文化等多个维度打造新时期的“一
带一路”。

“意大利愿意加入共建‘一带一路’，这将
为意大利带来新的机遇。”日前，意大利总理
孔特在一场外交政策研讨会上这样表态。事实
上，共建“一带一路”不止是意大利一国的机
遇，也将给整个欧洲带来多重机遇。

一是欧洲经济振兴的机遇。“一带一路”
倡议甫一提出，欧盟委员会就表示容克计划

（3510 亿欧元的战略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愿与
“一带一路”进行对接。去年欧盟委员会又出
台关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政策文件，再次表
达与“一带一路”合作的意愿。英国、法国、
德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等欧洲国家看好
亚投行机遇，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就是欧

洲抓住“一带一路”机遇，提升英镑、欧元和
瑞士法郎影响力的现实举措。

二是发掘独特优势的机遇。“一带一路”
帮助欧洲一些国家和城市在互联互通的世界里
成为门户或节点。一些中东欧国家成为欧亚互
联互通先行者，比其他国家更有竞争力。像布
拉格、布达佩斯等城市就开辟了多条中欧航
线，成为地区航空支点。中欧班列经过的国家
和城市，物流和产业活络起来，把中东欧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一带一
路”将巴尔干从火药桶变成陆海联通的支点地
区，匈塞铁路就是明证；将布热津斯基《大棋
局》里描绘的地缘支点国家阿塞拜疆变成了地
缘经济的节点。在“一带一路”描绘的互联互
通世界里，小国也可以成为地区支点甚至全球
支点，可以是传统联通节点，还可以是软联
通、新联通节点。

三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充实的
机遇。在 《中欧合作 2020战略规划》 基础上，
中欧正在谈判双边投资协定，甚至考虑在此基
础上研究中欧自贸协定 （FTA） 可行性。“一
带一路”计划将为此带来更大动力，也利于推
动中欧“四大伙伴”——和平伙伴、增长伙
伴、改革伙伴、文明伙伴关系的发展。中欧班
列已累计开行1.4万列，通达欧洲15个国家49

个城市，让中欧不同地方铆合在一起发展，并
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

四是欧盟更便捷参与亚太事务的机遇。
“一带一路”让欧洲从陆上、海上同时与亚洲
铆合在一起，增加了欧洲参与亚太事务的便利
性，也将增加欧盟抓住亚太发展机遇的能力，
拓展欧盟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欧洲国家看重“一带一路”。16 个中东欧
国家在中国－中东欧合作框架下，都与中国签
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备忘录。加
上希腊、葡萄牙、马耳他等，欧洲不少国家都加
入了“一带一路”朋友圈。这就是“一带一路”带
给欧洲红利、受到更多欢迎的鲜明写照。

近日，习近平主席将对意大利、摩纳哥、
法国等欧洲三国进行国事访问。相信此次访欧
之行，“一带一路”将成为对话中的高频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
席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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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给欧洲创造了多重机遇
■ 王义桅

据新华社北京3月 20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赵乐际 20 日出席全国巡
视工作会议暨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
动员部署会并讲话。

赵乐际指出，推进新时代巡视工
作，根本的是一以贯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增强围绕
党和国家大局履职尽责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紧扣督促做
到“两个维护”根本任务，严明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破除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
化，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贯彻落实。
紧扣形成“四个全覆盖”权力监督格
局，把巡视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
督、派驻监督贯通起来，构建科学、
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紧扣做好巡视

“后半篇文章”，落实巡视整改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推动形成整改长效机

制。紧扣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深
化拓展省区市巡视，分类推进中央
单位巡视，促进市县巡察向基层延
伸 ， 完 善 上 下 联 动 的 巡 视 巡 察 格
局。紧扣巡视工作规范化建设，建
设高素质专业化队伍，提高依规依
纪依法巡视水平。

赵乐际强调，国有企业是巡视全
覆盖的重要方面，十九届中央第三轮
巡视对中管企业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集中开展常规巡视，各省区市党委、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巡视机构和中管企
业内部巡视机构，也要结合实际统筹
开展巡视。要深入把握国企领域全面
从严治党形势任务，督促企业党组织
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切实
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重要职责。要聚
焦责任加强政治监督，督促检查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党建工作责任、整
改责任等情况。

赵乐际出席全国巡视工作会议强调

提 高 依 规 依 纪 依 法 巡 视 水 平

据新华社北京3月 20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0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政府工作报
告》责任分工，强调狠抓落实确保完
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明确增值税减
税配套措施，决定延续部分已到期税
收优惠政策并对扶贫捐赠和污染防治
第三方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刚刚闭幕
的全国两会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落实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
府工作报告》各项部署。会议将《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点任务逐项分
解，明确责任单位和时限，要求国务
院各部门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奋力完成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更大规
模减税的部署，围绕从 4月 1日起将
制 造 业 等 行 业 16% 增 值 税 率 降 至
13%、交通运输和建筑等行业 10%增
值税率降至 9%的举措，会议决定，
一是进一步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
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并把纳税人
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分两年抵

扣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增加纳税人
当期可抵扣进项税。对主营业务为邮
政、电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业的
纳税人，按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
纳 税 额 ， 政 策 实 施 期 限 暂 定 截 至
2021 年底。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
不增。二是对政策实施后纳税人新增
的留抵税额，按有关规定予以退还。
三是相应调整部分货物服务出口退税
率、购进农产品适用的扣除率等。同
时，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重点
向中西部地区和困难县市倾斜。

为发挥减税政策对改善民生和打
好三大攻坚战的支持作用，会议还决
定，一是延续 2018 年执行到期的对
公共租赁住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运营、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等的
税收优惠政策。二是从今年 1月 1日
至 2022 年底，对企业用于国家扶贫
开发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和
建档立卡贫困村的扶贫捐赠支出，按
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
除；对符合条件的扶贫货物捐赠免征
增值税。三是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年底，对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
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确定《政府工作报告》责任分工等

本报北京3月 20日电 （记者李
婕、叶紫）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再次迎来调整。日
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
合下发《关于2019年调整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从2019年1月1
日起，为2018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
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
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18年退休人
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

此次调整继续统一采取定额调
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
整办法。定额调整体现社会公平，同
一地区各类退休人员调整标准基本一
致；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

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使在职时多缴
费、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当
倾斜体现重点关怀，主要是对高龄退
休人员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等群
体予以照顾。

据了解，这是继 2016 年以来，
国家连续第四年同步安排、统一调
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预计将有 1.18 亿名退休
人员受益。

调整水平如何确定？人社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重点考虑两方面因素：
一是经济增长对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
影响，主要是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
价上涨情况；二是养老保险基金可承
受，制度可持续。

退休人员养老金再涨5%左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意读者会在罗马举行

本报罗马3月20日电（记者彭训文） 当地时间3月20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前夕，由中国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等共同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意读者会在罗马科隆纳宫举行。中宣部副部长
蒋建国、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瑞宇、意大利参议院外委会主席佩德罗切利、意大利前众议长塞雷尼、前外长阿尔法诺等约200名中意
嘉宾出席活动。

图为当地青年在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意大利文版。 人民网记者 赵 铎摄

3 月 19 日，2019 年“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
养基地项目卓越女性领导力培训班开班式在中华
女子学院举行，来自泰国、越南、老挝、巴基斯
坦、尼泊尔等国高校和妇女组织的22位女性学员
汇集于此，参加为期11天的培训，分享经验，携
手共同进步。

“中国在促进女性事业发展方
面的努力值得称赞”

“我在越南全国妇女联合会国际关系部门工
作，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致力于关心和保护妇女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并且动员和支持越南女性
创业，鼓励女性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
过这次研修班，我希望了解中国妇女发展以及中
国社会性别平等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学习中国和
其他学员所在国在促进女性社会参与和促进性别
平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来自越南全国妇女联合会

的学员杜文庄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我希望能够在此次培训班中学到提高女性领

导能力的方法，也想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交流经
验。”来自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的学员丽拉·奈猜
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在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中国在促进女性事业发展方面的努力值得
称赞，我希望中国能够分享更多这方面的经验。”

来自越南女子学院的吴明贤代表培训班的学
员致辞说：“我希望通过培训，感受中国经济和文
化的迅猛发展，了解和学习中国在推进性别平
等、维护妇女权益发展等方面的成果与经验，并
在回国后为本国女性发展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一带一路”为相关国家妇女
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相关国家加
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过程也为沿线国家

的妇女带来了更多机会。
“越南政府十分欢迎和支持‘一带一路’倡

议。这项倡议能够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作
出贡献。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计划和项目
有助于促进越南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交流，特别是
越南和中国妇女之间的交流。在这一共同发展的
大背景下，两国妇女都将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条
件。”杜文庄说。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蔡淑敏在致辞中表示：
“全国妇联紧紧围绕‘凝聚女性力量，共建丝绸之
路’谋篇布局，拓展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领域交
流合作，用‘她力量’充实和丰富‘一带一路’
倡议的人文内涵，积极推动将中外妇女交流纳入
国家人文交流机制框架，面向沿线国家开展交流
研讨活动、举办能力建设研修班和专题论坛。”

不少学员表示，“她力量”能够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需要关注妇女发展，充分挖掘妇女的
作用。

22位国际女学员来华学习女性领导力课程

“她力量”绽放一带一路
叶晓楠 段钇男

3月 2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到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
学与同学们交流仿生航模制作，并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类起源课”。这也
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组织的“院士讲堂”系列活动的第一堂课。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院士讲堂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