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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2日电（记者杜一菲） 国
家主席习近平2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土耳其都是重要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双方加强战
略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两国要增进政治互
信，强化战略沟通，相互尊重彼此在涉及
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巩固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发展
的政治基础，确保双方关系始终在健康稳
定的轨道上运行。要采取切实行动，推进
反恐安全合作。中方赞赏总统先生多次重
申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土耳其从事反华分裂
活动，重视土方多次强调支持中方打击恐
怖主义，愿同土方加强在国际反恐领域合
作。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务实合
作。土耳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
伴，中方愿同土方加快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间走廊”计划的对接，稳步推
进贸易、投资、科技、能源、基础设施及
重大项目合作，同时积极开展中小型、惠
民项目合作，让更多企业和民众从中土合
作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要继续扩大人
文交流和旅游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
了解，夯实中土友好的民意基础。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
巨大变化，中土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维护多
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以世界贸易

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努力深化两
国战略合作关系，捍卫两国和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共同利益，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公
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双方
要在地区事务中保持沟通与协调，共同推
动政治解决有关热点问题，为实现地区和
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埃尔多安表示，通过千年古丝绸之路
连接起来的土中友好源远流长，今天得到
进一步加强。密切的土中关系对地区和平
繁荣有重要意义。土耳其致力于发展对华
关系，深化对华合作。土方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中国新疆地区各民族居民在中
国发展繁荣中幸福地生活是个事实，土方
不允许任何人挑拨土中关系。土耳其坚定
反对极端主义，愿同中方增进政治互信，
加强安全合作。土中合作潜力巨大，土方
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希望双方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贸易、投资、金
融、能源、汽车制造、基础设施、第五代
移动通信、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增进在
教育、文化、科研等领域交流。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为埃尔多安举行欢迎仪式。杨洁篪、
吉炳轩、王毅、夏宝龙、何立峰等参加。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为埃尔多安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习近平：加快“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对接
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习近平：加快“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对接

世
界
新
能
源
汽
车
大
会
召
开

习
近
平
致
信
祝
贺

世
界
新
能
源
汽
车
大
会
召
开

习
近
平
致
信
祝
贺

本报北京7月2日电（记者王浩） 记者从国务院扶贫
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年 5月中旬，中西部
22个省区市的 283个贫困县通过省级专项评估检查，由省
级人民政府宣布脱贫摘帽。中西部22个省区市第一次均有
贫困县退出。至此，全国共有 436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占
全部贫困县的 52.4%，贫困县摘帽进程过半，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步伐加快。

各地评估检查结果显示，283 个摘帽县中，中部地区
114 个县综合贫困发生率全部低于 2%，西部地区 169 个县
全部低于 3%。退错率、漏评率全部低于 2%。有 86.57%的
县未发现错退，90.46%未发现漏评，81.27%既未发现错退

又未发现漏评，较2017年摘帽县分别高10个百分点、5个
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脱贫退出质量明显进一步提高，群
众认可度均超过90%。

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从今年 7 月初
开始对中西部 22 个省区市 2018 年宣布脱贫摘帽的 283
个县按照 20%的比例进行抽查，中西部 22 个省区市全
覆盖。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更生表示，
此次共抽查60个县，每县约1000户开展入户调查。抽查内
容聚焦退出程序的规范性、退出标准的准确性和退出结果
的真实性。

在抽查方式上，采取第三方评估、暗访和相关部门提
供情况相结合的方式。发挥第三方独立、公正和客观的优
势，定量测算抽查县综合贫困发生率、脱贫人口错退率、
贫困人口漏评率和群众认可度等。每个省份随机选取1—2
个 2018 年退出县开展暗访，重点检查脱贫退出质量等情
况。发挥“两不愁三保障”主管部门的工作优势，提供
283 个县贫困人口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及影响贫困县
退出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夏更生表示，抽查结果不打分、不排队，不把“达标
赛”变成“锦标赛”。抽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各省区市，督
促抓好整改落实。

“我们要以更大的开放拥抱发展机遇，
以更好的合作谋求互利共赢，引导经济全
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在日前召开的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向
世界发出了呼唤“更大的开放”“更好的合
作”的时代强音。

置身世界经济的十字路口，茫然无助
者有之、失落愤懑者有之、观望自保者有
之、以邻为壑者亦有之，而中国的选择，
则是从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把握规律，认清
大势，扩大开放，谋求共赢，与世界各国
携手应对“成长的烦恼”。

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到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日
本大阪 G20 峰会，再到 2019 年夏季达沃斯
论坛……在中国方案里，“扩大开放”始终
是“高光词汇”。说到做到，中国将在近期
采取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若干重大

举措，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
开放，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国际舞台上的
一个经贸小国变成一个经贸大国，深度融入
全球市场与产业体系之中。经济发展不仅是
由小到大的体量变化，更是从弱变强的质量
跃升。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中国需要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合作。过
去 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
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
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开放，是企业在全球投资兴业的切身
诉求。2018 年，在全球跨国投资同比下降
13.4%的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升至1383亿
美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这得益于中国
不断主动扩大开放、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
不懈努力。在日本大阪 G20 峰会结束次
日，中国就发布了 2019年最新版“负面清
单”等文件，在服务业、制造业、农业、
能源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放松管制，在现代
农业、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
新兴领域鼓励外商投资。一连串实际行动

表明，中国正以开放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开放，是直面经济全球化曲折进程的

正确态度。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
结果，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如果因为一时
一事的“缺陷”而将其一棍子打死，则无
异于因噎废食。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特
别是经济全球化遭遇的沟坎，中国清醒地
认识到，只有各经济体平等协商、求同存
异、管控分歧、扩大共识，以开放姿态携
手解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缺陷和不足，

让各经济体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
产业流、人员流充分交融，才能积土成
山、积水为海，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真正走
向复苏。

画龙者，点睛最难。中国方案之所以
备受重视、大受欢迎、广受好评，关键在
于其拥有扩大开放的自信和真诚，顺应了
规律、打动了人心。不难预见，随着时间
推移，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行动，
将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亮色。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扩大开放是中国方案的高光词汇
■ 王俊岭

“摘帽”贫困县，过半啦！
新华社北京7

月 2 日 电 2019
世界新能源汽车
大会2日在海南博
鳌召开。国家主
席 习 近 平 致 贺
信，对大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
当前随着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孕育兴起，新
能源汽车产业正
进入加速发展的
新阶段，不仅为各
国经济增长注入
强劲新动能，也有
助于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应对气候
变化挑战，改善全
球生态环境。

习近平强调，
中国坚持走绿色、
低碳、可持续发展
道路，愿同国际社
会一道，加速推进
新能源汽车科技
创新和相关产业
发展，为建设清
洁美丽世界、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更大
贡献。希望各位
嘉 宾 深 入 交 流 、
凝聚共识，深化
新能源汽车产业
交流合作，让创
新科技发展成果
更好造福世界各
国人民。

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王温村村民王风朝展示收获的甘蔗。
傅新春摄 （新华社发）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巾帼扶贫车间工
人苗曼高在做藏家刺绣。 刘 筝摄 （人民视觉）

河南省兰考县黄河滩区谷营镇姚寨新村社区居民黄玉
英展示搬迁前的老房子照片。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