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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
在 2018 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上，中非双方一致决定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实施中非合
作“八大行动”。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
是其中人文交流行动的重要举措。

“八大行动”中的很多内容也在稳
步推进、逐步实施。正如习近平主席
所承诺的那样：“凡是答应非洲兄弟
的事，就会尽心尽力办好。”

提升能力

4 月 9 日，在中国非洲研究院成
立大会上，莫桑比克前总统希萨诺
说：“一些西方国家不去帮助非洲解
决根本问题。中国在非洲所做的，正
是非洲大陆所需要的。”

分析“八大行动”可以发现，其
中的内容正是非洲大陆所需要的。

在能力建设方面，“八大行动”提出一项具体
举措——“在非洲设立 10 个鲁班工坊”。3 月 28
日，非洲首个鲁班工坊在吉布提揭牌。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两位老师程国祥和
沙耀宗正在吉布提对鲁班工坊的教师进行培训，
对学生进行学前辅导。他们告诉本报记者，工坊
正向非洲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其中的铁道工
程技术专业和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填补了吉布
提高等职业教育的空白。

在绿色发展方面，“八大行动”提出“帮助非
洲开发竹藤产业”。

非洲不少国家有丰富的竹藤资源，利比里亚就是
其中之一。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中国援助建造
的SKD体育场旁边有一个院落，里面有两间竹藤编培
训大教室，不时传出敲敲打打的声音。在半敞开车间
式的教室里，当地学员向中国专家学习如何编竹藤。

利比里亚 《观察者报》 撰文称，中国援助利

比里亚的竹藤编项目，使利比里亚青年掌握了技
术，实现了自主创业创收，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在和平安全方面，“八大行动”提出“支持中
非开展和平安全和维和维稳合作”。

2月 6日，中非实施和平安全行动对话会在埃
塞俄比亚举行。对话会使中非双方对接了思路和
行动。非方期待中方帮助非洲实施 2020 年建成

“消弥枪声的非洲”倡议和非洲和平安全框架。

建设平台

“八大行动”中涉及多项中非合作平台建设，
其中不少已经落地或有了明确的时间表。

在产业促进方面，“八大行动”提出“在华设
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目前，博览会各环节工作正有序推进。第一
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将于 6月 27 日至 29 日在
湖南长沙举办。据博览会组委会介绍，参会的中

外嘉宾客商总数将达万人。
在贸易便利方面，“八大行动”

包含很多具体内容，例如“定期举办
中非品牌面对面活动”。1 月 23 日，
中非品牌面对面—卢旺达咖啡品牌推
介对洽会在浙江杭州举行。33 家来
自卢旺达的咖啡生产商与 30 余家杭
州本地企业现场对接。通过这次推介
对洽，有着水果般甜美口感的卢旺达
咖啡即将进入杭州市场。

对于人文方面交流，马里巴马科
社会科学与管理大学副校长萨玛克认
为，在社科领域的联合研究将使中国
非洲研究院成为推进双方合作共赢的

“实验室”，以高质量研究成果为中非
合作提供更好智力支持。

改善民生

“八大行动”逐步落地，在很多
方面改变了非洲人民的生活。

在健康卫生方面，“八大行动”强调“重点援建
非洲疾控中心总部、中非友好医院等旗舰项目”。

2018 年 12 月 7 日，中几友好医院二期项目在
几内亚正式开工。几内亚卫生国务部长拉马表
示，中国援建的中几友好医院自投入使用以来运
转良好，深得当地患者信赖，期待二期项目早日
完工，进一步提高首都及周边地区诊疗水平。

在设施联通方面，“八大行动”承诺将“同非
方一道实施一批互联互通重点项目”。目前，一批
批项目正如期动工建设。

3月29日，由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勘察设计的
几内亚达圣铁路顺利开工，这是几内亚近半个世
纪以来新建的第一条现代化铁路。

4月 8日，由中铁二十局集团承建的安哥拉卡
奇温戈—希尼亚马公路项目竣工。公路的建成使
卡奇温戈和希尼亚马两地间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
15小时缩短至1.5小时。

答应非洲的事 中国正尽心办

“八大行动”落地 中非合作加快
本报记者 潘旭涛

4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的青城·阅立方图书阅读广
场内读者众多，人们与书为伴，静
静品读纸质图书，细细体味书本上
的纸页墨香。图为市民在环形书墙
中休憩、阅读。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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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18 日电 （姜英
梅、叶晓楠） 由中国非洲研究院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共
同主办的“非洲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
主席致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
神”座谈会近日在京举行。来自外
交部、中联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等政府机

构、科研院所的官员、学者共70余
人出席座谈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
所党委书记郭红表示，将努力把中
国非洲研究院建成汇聚中非学术智
库资源，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
友谊，为中非合作集思广益、建言
献策的世界级高端平台。

中国非洲研究院座谈会举行中国非洲研究院座谈会举行

2018年 8月 28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白节镇“竹编课堂”授课基
地，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学员正在学习竹灯的钻孔、穿条技术。

杨 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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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开幕

4月 18日，第七届中国 （上海） 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
博展览馆开幕。图为参观者在体验一款智能跟随行李箱。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记
者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8日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理念，
特别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同中非关
系与中非合作的本质特征高度契合。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中方对下阶段中非“一带一
路”合作有何设想？

陆慷说，非洲是共建“一带一
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也是“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目
标与合作领域，同非洲国家推进

《2063年议程》、实现发展振兴的努
力方向和重点领域高度契合。”陆慷
说，“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理念，
特别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同中非
关系与中非合作的本质特征同样高

度契合。
陆慷表示，目前，已有37个非洲

国家和非盟委员会同中方签署了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非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的很多重要合作项目
已经展开，并已经取得了早期收获。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即将在北京举行，届时非
洲多国领导人和高级别代表将出
席。陆慷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一
道，将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成果、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同非
盟 《2063 年议程》、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
略深入对接，推进中非在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等领
域合作，促进非洲民生建设，为非
洲国家带来更多发展红利，更好地
造福中非人民。

外交部：

“一带一路”理念同中非
合作本质特征高度契合

外交部：

“一带一路”理念同中非
合作本质特征高度契合

本报北京4月18日电（记者张
贺） 今年以来，各地“扫黄打非”
部门聚焦互联网主战场，持续强化
市场监管，通过查办案件推动“净
网”“护苗”等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1至3月，全国共立案查处“扫黄打
非”案件 1079 起，其中刑事案件
130余起，涉网络案件541起。

18日，全国“扫黄打非”办通
报了“净网”“护苗”行动中6起典

型案件：浙江丽水李某某、陈某某
等人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广
东深圳“快妖精”短视频 App 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广西贵港“6·
29”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上海长
宁“樱桃直播”App 传播淫秽物品
案；安徽六安叶集“8·19”传播涉
未成年人淫秽视频案；山东聊城

“萌妹子”论坛传播儿童色情视频牟
利案。

“扫黄打非”办通报一批典型案件

（上接第一版）

“最重要的是防松懈防滑坡”

16 日下午，重庆。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

“这是一次跨省区的座谈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延
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再到重庆，我是第六次
主持召开此类会议。主题都是脱贫，但每次的重点和专
题有所不同。我们讲精准脱贫，咱们工作的着力点也要
体现精准。”

“召开这次座谈会，主要是考虑离全面完成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了，今年的工作尤为关
键。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打法’要同初期
的全面部署、中期的全面推进有所区别，这个阶段最重
要的是防松懈、防滑坡。”

会场上，大家的发言开门见山，讲问题多、谈成绩
少。习近平总书记不时插话，更是直面问题。

“现在乡村教师的工资状况落差大不大？”当教育部
负责同志介绍乡村教师待遇时，他插话问道。

“在义务教育阶段，乡村教师工资略高于当地公务员
平均工资。但还没有实现全覆盖，力争3年做到。”

习近平总书记继续追问：“没有做到的原因是什么？
乡村振兴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教育，要保持教师队伍稳
定，乡村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共产党人有迎难而上的担当，

更善于从问题中找到发展的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清醒看到我们的困难和问题，分清轻重缓急，妥善解
决，必须解决且有能力解决的要抓紧解决，不能影响脱
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有的问题是长期性的，攻坚期内难
以毕其功于一役，但要创造条件、订出计划、拿出办
法，分阶段逐步解决。

越是到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总书记反
复强调不求速成，脱贫摘帽后还要稳一稳、沉淀沉淀，
确保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质朴的语言，充满辩证法和科
学的方法论，充满哲理性的光芒，直抵人心。

总书记谈到了“迟到”和“早退”的问题。“脱贫
‘迟到’一点没有关系，还可加大力度，但没有必要强调
‘早退’。‘早退’容易形成攀比，引起队伍不安心，更容
易弄虚作假，一定要刹住。我们定的是 2020年全面实现
脱贫，是要全力以赴、奋力拼搏、快速奔跑、急行军才
能完成的，但决不能急功近利去抢功、冒功。”

他谈到了“拔高”和“降低”的问题。听到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负责同志讲危房改造，习近平总书记叮嘱
道，有两个倾向要注意，一个倾向是一步登天式的，擅
自拔高标准。脱贫是保障基本生活，跟富裕小康是不一
样的。另一个倾向是降低标准，争抢早“脱贫”。尤其是
一些地方易地扶贫搬迁的房子，层层转包，落实不到
位、不达标，住一两年天花板就掉下来了。对降低标准
的问题，一定要严肃整改、务必到位。

会场，安静到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蹇泽西发言时，提到

了石柱县的脱贫产业。“石柱县是黄连之乡、辣椒之
乡，还盛产蜂蜜。我们常说，吃得了黄连苦、解决问
题不怕辣，日子才会比蜜甜。如今，石柱县还新发展
了中药材黄精种植。村民们不仅可以拿土地流转费，还
能参与分红。”

习近平总书记听了深有感触：“我们提出要实施‘五
个一批’，总的就是要因地、因人制宜，缺什么补什么，
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大山挡住了人流、物流、信息流，也挡住了致富
路。蹇泽西告诉总书记，这几年，石柱县推进交通建设
向贫困乡、贫困村覆盖，如今行政村通畅率100%。

“没有交通，就没有眼界。我想起当年在福建，去寿
宁的路非常难走。乡亲们也不敢把猪养得太肥，因为太
肥的话运不出来。但路一通，车一进去，发展就活了。”

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越是到吃劲的
时候，越要响鼓重锤。有组沉甸甸的数据：全国832个贫
困县，153个已经宣布摘帽，284个正在摘帽评估。习近平总
书记放眼长远：“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
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
贫、真脱贫。”

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

管”。铿锵的声音，蕴含着接续前行的内在逻辑：“贫困
县摘帽后，要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实现已
脱贫人口的稳定脱贫。要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不
能乱翻烧饼、不能动辄换了频道。”

汇聚磅礴之力

脱贫战线上千千万万的干部群众，是中国奇迹默默
的创造者。

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困难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
激情。

张剑峰，因病返贫的华溪村村民。他感恩党的帮
扶，一再给总书记念叨：“如今政策真是好，我要努力往
前跑！”

习近平总书记笑了：“我也在村道边看到了这句标
语，很生动！这句话说明两点，一是党的政策深得人
心；另一点是，人民群众看到政策好，激发了他们的奋
斗精神。”

扶贫要扶智，更要扶志。习近平总书记说：“要通过
‘扶’激励‘干’，不能通过‘扶’促进了‘懒’，这就南
辕北辙了。”“我去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看望了很多贫
困家庭，他们渴望幸福生活的眼神和不怕苦不怕累的奋
斗精神，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扶贫干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实干作风。

谭雪峰，中益乡党委书记。30 多岁的他，在扶贫一
线摸爬滚打了7个年头，选择了一条和大学同学完全不同
的人生路。他告诉总书记：“去年我们和驻乡驻村工作队
只休息了3个双休日，每天入户摸排情况、落实政策，我
们敢说对脱贫做到了百分之百精准。”

伍东，重庆市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党支部书记，带
领乡亲们修富路、挖穷根。他最大的感受是“农民要致
富，关键靠支部”。这些年，村里加强了党支部建设，建
立了互帮、互学、互管活动小组，先富帮后富、后富学
先富蔚然成风。

还有重庆市奉节县平安乡党委书记邹远珍，总书记
询问她乡里的情况，她成竹在胸，应答如流。谈到下

一步，她说得很动情：“我们将秉承‘为民吃尽天下
苦，甘洒热血染山河’的革命精神，以‘流血流泪不
留遗憾，任劳任怨绝不认输’的奋斗状态，迈入全面
小康！”

脱贫一线干部的辛劳与付出，习近平总书记记在
心里。这些年，300 多万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
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目前在岗的第一书记 20.6 万
人，驻村干部 70 万人，加上 197.4 万乡镇扶贫干部和
数百万村干部，一线扶贫力量明显加强，成为脱贫攻
坚的“尖刀班”“爆破手”，打通了精准扶贫的最后一
公里。

总书记特别提到了奋战在一线的扶贫干部：“这都是
我们新时代的英雄。我们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健康、安
全。”“对在基层一线干出成绩、群众欢迎的干部，要注
意培养使用。培养干部就是要不断推到火线上、前线
上，在摔打中成长，成为骨干栋梁。”

华溪村的谭登周今年春节专门请人写了副春联：“九
死一生靠政策，三病两苦有医保。”横批是“共产党好”。

老谭年逾六旬，去年务工时受了重伤，在床上躺
了 4 个多月。“党和政府补助 14 万。”老谭讲到这件事，
激动不已：“要不是政策好，我坟上的草都这么高啦！”
习近平总书记握着他的手：“党的政策对老百姓好，才是
真正的好。”

脱贫攻坚，见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咱们过
去闹革命的时候，共产党是穷苦老百姓的党，就立志为
老百姓翻身得解放去奋斗。如今，国家发展日新月异，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还有没有生活困难的老百姓？现在
有条件了，更要帮助贫困群众过上好生活。全面小康路
上一个也不能少，每一个贫困群众都要帮扶，这才是共
产党。”习近平总书记话音未落，掌声如雷。

脱贫攻坚，也是我们党对历史、对人民的一份交
代。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把太多不可能变成了可
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追求老百姓的幸福。
路很长，我们肩负的责任很重，这方面不能有一劳永
逸、可以歇歇脚的思想。唯有坚定不移、坚忍不拔、坚
持不懈，才能无愧于时代、不负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