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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4月 12日电
（记者白阳、叶琦） 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与中东欧16
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第九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
贸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李克强表示，“16+1合作”保持蓬勃生机
和活力，基础支撑在于经贸合作的不断发展。
在去年世界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与16
国贸易额逆势增长 21%，创历史新高，合作前景
广阔。第三方市场合作迈出新步伐，共建“一带
一路”取得新成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推
进，地方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密切。

李克强指出，我们愿将“一带一路”倡议
同各国发展战略更好对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推动“16+1”经贸合作向更广领
域、更深层次拓展。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扩大市
场相互开放，简化海关手续，为中东欧国家产
品输华提供绿色通道，加强中欧陆海快线便利
化合作，促进跨境物流提速。

——培育贸易新增长点。进一步挖掘贸易
潜力，优化贸易结构。扩大农产品贸易，拓展
汽车、家电等机电产品贸易。加强创新合作，
推进新业态新模式合作。

——深化投资和产能合作。中国政府支持
企业按照商业化运作，希望相关国家坚持公
平、公正、非歧视原则，切实保护中国企业合
法权益。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合作，本次会晤
将启动“16+1全球伙伴中心”，开通“16+1中

小企业协调机制”网站，为企业拓展投资合
作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扎实推进互联互通。中方鼓励企业
参与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项目融
资条件，发展多元化融资模式。积极探索开
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投标、公私合营等
建设模式。支持对项目按规则进行公开招标。

李克强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指出
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我们有信心实现今
年经济增长 6%—6.5%等主要预期目标。我们
将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
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壮大发展新动能；着力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条件。

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表示，本次经
贸论坛的主题是“搭建开放、创新、伙伴之
桥”，希望各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经贸
合作。欢迎中国去年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为各国带来新机遇。过去几年中东欧国家
对华出口增长近5倍，双方合作更加紧密，有
利于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佩列沙茨大桥
项目是欧盟和中国合作的典范，将进一步促
进互联互通和欧中贸易往来。

随后，李克强同普连科维奇总理共同开
通“16+1中小企业协调机制网站”，并同与会中
东欧领导人共同参观“16+1教育合作交流展”，
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对接会。

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政府和工商界代
表1000余人出席论坛开幕式。

王毅、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李克强出席第九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开幕式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4月11
日电（记者白阳、叶琦）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当地时间 4 月 11 日下午在杜布罗
夫 尼 克 会 见 出 席 中 国 — 中 东 欧 国 家
（“16+1”） 领导人会晤的斯洛伐克总
理佩列格里尼。

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斯建交 70 周
年，中方愿同斯方相向而行，增进双方
政治互信，推动双边关系沿着健康的轨
道发展。中斯两国市场供求具有很强互
补性。中国市场的大门始终开放，欢迎
斯农业等优质特色产品对华出口。我们
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斯方发展战略
对接，深化在数字经济、交通物流等领
域合作。中方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参与斯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公司一贯严格遵守
当地法律法规，双方应一视同仁地为其
提供公平、非歧视的竞争环境。

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愿以两国建
交 70 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双边关
系，拓展各层面合作，密切在多边领域
的沟通协调。斯方欢迎中国投资，愿对
中国企业开放市场，将提供公平、平
等、非歧视的待遇。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4月11

日电 （记者白阳、叶琦）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当地时间 4 月 11 日下午在杜布罗夫
尼 克 会 见 出 席 中 国 — 中 东 欧 国 家
（“16+1”） 领导人会晤的阿尔巴尼亚
总理拉马。

李克强表示，中阿传统友谊深厚，
今年是两国建交 70周年，中阿关系处于
重要发展阶段。中方愿同阿方共同努
力，巩固友好关系，推进务实合作，进
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中方欢迎阿蜂蜜、橄榄油、葡萄
酒等特色农产品扩大对华出口。就商签
两国互免签证协定加强沟通。促进两国
青年之间的交流，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
民意基础。

拉马表示，阿中保持传统友好关
系，今年我们要隆重庆祝两国建交 70周
年。阿方积极支持同中方的合作项目，
希望扩大优质农产品对华出口。期待中
方为更多阿方人员赴华提供便利。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4月 12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12 日分别就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
园区建设25周年致贺信。

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苏州工业
园区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胆
先行先试，努力引进吸收国际先进技
术和管理经验，积极践行创新驱动，
实现了跨越发展，也为推动中新互利
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苏州工业

园区立足特有优势，深化“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推
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与更高
层次创新协调发展，努力建设世界一
流高科技产业园区，为推动国家迈向
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李显龙表示，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
发展反映出新中各层级合作密切，希望园
区继续为促进两国合作发挥开拓作用。

就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建设25周年

李克强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致贺信李克强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理、阿尔巴尼亚总理、波兰总理

新华社贵阳4月 12日电 全国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现场会
11 日至 12 日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召
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
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总结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特别是后续扶持工作进
展情况，交流经验做法，安排部署下
一阶段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日前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易
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举
措。2016 年以来，各地区各相关部
门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顺利完
成87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搬迁建
设任务，成绩来之不易。但后续任务
仍然艰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
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为重
点，继续攻坚克难，保质保量推进完
成“十三五”规划搬迁建设任务。认
真总结各地经验，了解搬迁群众期
盼，统筹脱贫攻坚各类资金资源，切
实加大对已搬迁群众的后续扶持力
度，全力推进产业培育、就业帮扶、
社区融入等各项工作，大力提升搬迁

群众的获得感和安全感，确保搬得
出、稳得住、能脱贫，确保易地扶贫
搬迁工程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要按照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要求，全
面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扎实
做好搬迁群众后续扶持工作，为如期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

胡春华指出，易地扶贫搬迁已进
入到以做好后续扶持为主的阶段，任
务更加艰巨。要针对不同安置方式和
安置地区类型面临的不同问题，因地
制宜加大后续扶持力度。要立足安置
区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现代特色高效农
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和乡村旅游等
产业，带动搬迁群众脱贫致富。要培
育壮大县域经济，鼓励吸引各类企业
到安置区投资兴业，积极承接和引进
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强外出务工培训
组织，加快解决搬迁群众就业问题。
要着力推进安置区与城镇一体化建设
发展，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
板，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促进搬迁
群众融入城镇社会。要确保各项扶持
政策有效接续，切实保障搬迁群众合
理权益。

李 克 强 对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后续扶持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记者侯
晓晨） 针对部分澳大利亚媒体指责中方
打压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布雷迪，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2日表示，个别澳大
利亚媒体对中国的攻击抹黑完全是捕风
捉影、无中生有，奉劝其恪守职业道德。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近日，部分澳大利亚媒体指责中方
打压布雷迪，并声称中方安全部门涉嫌
参与布雷迪遭窃案。4月9日，新西兰总
理阿德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媒体有
关说法“完全错误”，其本人没有收到

任何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涉嫌参与有关
案件的报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也注意到阿德恩总理的有关评论。“这
充分证明了个别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
的攻击抹黑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
有，根本站不住脚。任何不带偏见的人
都不难对此作出负责任的判断。”他说。

“我们再次奉劝澳大利亚个别媒体
恪守职业道德，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
言论，多做有利于促进国家间互信和
友好的事。”陆慷说。

外交部：奉劝澳个别媒体恪守职业道德
本报宁波4月12日电（记

者何欣禹） 12日，为期3天的第
四届中国（宁波）特色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简称“文博会”）在
浙江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保加利亚的陶艺、立陶宛
的传统手工艺品、乌克兰的油
画……本届文博会吸引了多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展，并
首推主宾国概念，邀请意大利
作为主宾国参展，向国人首次
展示达芬奇数字艺术展和手稿

模型展。据悉，此次文博会共
有来自境内外 160 余个团组，
1000 余家企业参展，境外展商
占比近三成。

文博会期间，还将举办主
论坛、专题主题活动、投资对
接会、文艺演出等各类配套活
动近20项。开幕式当天，共有
包含宁波市人民政府与故宫博
物院战略合作项目在内的 9 项
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完成签约，
签约总金额约78.5亿元。

宁波文博会开幕

何先红，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红
光乡小学教师；吕兴龙，云南省怒江
州贡山县茨开镇移民管理警察。

两地相距 1740 公里，两人相爱
守望11年。

她在老家赡养 7 位老人，抚育 4
个孩子，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两个
历经磨难的小家；他在中缅边境一线
的怒江大峡谷戍边 13 载，日夜坚
守，换来边境线的安宁。

4000多个日日夜夜

中缅边境线的丹珠检查室，矗立
于险峻的高黎贡山中方一侧，背靠怒
江天险。受山势阻隔，这里常年潮湿
阴冷，手机信号也很不稳定。

2016年8月以来，云南腾冲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向阳分站副站长吕兴龙
每天带领执勤民警检查边民出入境证
件，爬到海拔 3300 多米的阿弄垭口
巡逻。这样的戍边生活，他坚守了
4000多个日夜。

“寂寞的时候对着奔腾的怒江说说

心里话，孤独的时候给每个石头取个名
字。”回忆戍边日子，吕兴龙感叹不已。

2006 年 6 月，吕兴龙投笔从戎，
来到原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怒江支队
服役，成了一名边防警官。戍边生活
往往伴随着各种危险，这是吕兴龙的
妻子何先红最担心的。

2016年4月，在一次抓捕毒贩的
过程中，为截住欲逃往境外的毒贩，
吕兴龙从 4 米多高的地方纵身向下
一跃，将毒贩一举擒获。之后，他发
现自己左小腿已经骨折，疼痛难忍。

“‘龙哥’把这件事跟我说了以
后，我也挺心疼的。”何先红说，“家
里面的事情他可以放心，老人、小孩
我都会照顾好，他在前方守边防，我
会守好我们的家！”

7位老人和4个孩子

“这么好的儿媳妇，打着灯笼也
找不到！”何先红的公公吕正才说。
两家一共有7位老人，有她在家，都
觉得很幸福。

2008 年底，何先红考入青川县
红光乡中心小学，成为了一名教师。
就在那时，吕正才在建房时不慎从二
楼摔落，大腿等多处重伤。此后，吕

正才几乎每年都要去医院住院治疗、
复查。家里还有吕兴龙的爷爷、外
公、外婆3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需要照
顾，何先红只能在学校、家里和医院
之间三头跑。后来，吕正才身体逐渐
恢复，逢人便夸儿媳妇好。

2009 年和 2012 年，由于何先红
的舅舅和妹妹家相继出现变故，不满
1 岁和 9 岁多的两个小男孩先后来到
她家生活。令她感动的是，吕兴龙
说，都是亲戚，他们有困难，能帮一
点算一点！

后来，何先红自己的两个小孩出
生，家里有了 4 个孩子。“给小孩买
衣服，要买4套。”何先红说。 大儿
子远远5岁那年，一天半夜时高烧不
退，经医生诊断为肺炎。第二天，何
先红也觉得头疼、发烧。她咬着牙，
硬撑在病床边，陪孩子打针输液。第
二天晚上，几近虚脱的她才去挂了急
诊，输了液。

“当时我没告诉‘龙哥’孩子生
病了。心里明知道他回不来，但还是

希望他能回来！”说完，何先红两眼
红通通的。

1740公里守望相爱

吕兴龙与何先红在初中时就已经
认识，后来一起读高中。2006 年 6
月，吕兴龙大学毕业，远赴云南怒江
边境工作。临行前一晚，吕兴龙向何
先红坦露了心迹。她答应了，两人确
定了恋爱关系。

2008 年 5 月 12 日，一场地震重创
了四川青川，给人的心灵留下难以抚
平的创伤。6 月 4 日，劫后余生的何先
红出现在吕兴龙面前。两天后，吕兴龙
拉着何先红去登记结婚，成为了夫妻。

何先红怀孕后，每次坐3个小时
客车，独自一人去医院做产检。离预
产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医生说孩
子可能会早产，问孩子父亲怎么没
来。何先红说：“我丈夫是一名边防
军人，我们不知道孩子会早产，所以
他还没有请假！”

2019 年 1 月 1 日，随着公安现役
部队改革，吕兴龙脱下橄榄绿，穿上
藏青蓝，成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只
是，初心未改，职责没变，他还要继
续坚守在边境一线。

跨越千里的家国情怀
谢丽勋 杨桂开

跨越千里的家国情怀
谢丽勋 杨桂开

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杜布罗夫尼克与中东欧 16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第九届
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4月12日
电（记者白阳、叶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上午在杜布罗夫尼克会
见出席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16+1”）
领导人会晤的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

李克强表示，波兰是中东欧有重要影
响力的国家。中方重视发展同波兰的关
系，愿同波方增进政治互信，加强战略沟
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波关系取得新
发展。希望双方加强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
会的协调沟通，深化在经贸、农业、民航
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中方愿
扩大进口波方优质产品，欢迎波方企业来
华开拓市场。

李克强指出，几天前举行的中国欧盟
领导人会晤一致认为，要本着公平、公
正、非歧视的原则对待对方国家的企业。
中方重视中波两国在中欧和“16+1”框架
下的合作，期待波方继续为促进中欧关系
发展、推动“16+1合作”贡献智慧和力量。

莫拉维茨基表示，波中关系快速发
展，合作领域广泛。波方一向秉持公平、
非歧视的原则对待各国企业，欢迎中国企
业来波投资兴业，希望两国企业开展更加
深入的合作，掀开波中经贸合作新篇章。
期待同中方在农产品、家具、化妆品、基
础设施建设、海上以及文化等各领域的合
作取得更多进展。波方愿在“16+1”框架
下同中方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促进

“16+1合作”向前发展。
王毅参加会见。

上图：当地时间 4 月 11 日下午，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出席中
国—中东欧国家 （“16+1”） 领导人会晤
的斯洛伐克总理佩列格里尼。

中图：当地时间 4 月 11 日下午，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出席中
国—中东欧国家 （“16+1”） 领导人会晤
的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

下图：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上午，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出席第
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 （“16+1”） 领导
人会晤的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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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在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