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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初的白洋淀，绿柳婆娑，碧波荡
漾，放眼水鸟嬉戏，听闻蛙声一片。

襟带崇墉分淀泊，阑干依斗望京华——
河北安新县白洋淀凉亭上的这副楹

联，在这个春天里，与位于东北方向 100多
公里的首都北京，有了不同寻常的关联。

2017年4月1日，新华通讯社受权发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消息一出，犹如平地春雷，响彻大江南北。

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 3 县及周
边部分区域的雄安新区，迅速成为海内外
高度关注的焦点。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
择。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着眼党和
国家发展全局，立足大历史观，深入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规划建设河北雄安
新区为重要突破口，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
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谋求区域发展的新
路子，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

燕赵大地上，春潮涌动，正奏响开创历
史、引领发展的澎湃乐章⋯⋯

把握时代大趋势的历史性举措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作出的重大选择

“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抓的一个新

区建设。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批准的首都功

能拓展区，同上海浦东、广东深圳那样具有

全国意义，这个定位一定要把握好。”

——2016 年 5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华北平原，雪后初霁，万物润泽。
2017 年 2 月 23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从中南海出发，驱车 100多公里，专程到河
北省安新县实地察看规划新区核心区概貌。

在大王镇小王营村，总书记走进一片

开阔地，极目远眺。这里就是规划中的
雄安新区起步区的核心地块。

在展开的一张规划图前，习近平仔
细察看区位、规划状况，详细了解人口搬
迁安置、区域内的地质水文条件等情况。

“这地方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人口
密度有多大？拆迁人口有多少？”习近平
总书记向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询问。他
叮嘱：设立雄安新区，一定要让老百姓得
到更多的实惠，要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安新县主持召开
了一场小型座谈会。他强调指出，规划建
设雄安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
选择，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

大发展需要大战略，大战略需要大手笔。
37 年前，位于华南的深圳经济特区，

从昔日小渔村起步，发展成繁华都市，引
领着珠三角经济增长极崛起，成为中国开
启国门走向开放的重要标志。

25 年前，位于华东的上海浦东新区，
从一片旷野地蝶变成汇聚财富的金融中
心，辐射带动长三角跻身世界六大城市
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象征。

位于华北的京津冀大地，坐落着北
京、天津、石家庄等北方重要城市，但多年
来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一面是京津两极

“肥胖”，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大城市
病”突出，一面是周边地区过于“瘦弱”，呈
现显著差距。 （下转第二版）

千 年 大 计 国 家 大 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纪实

2017年 2月 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省安新县考察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这是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文明盛
举，是造福各国人民的全球化盛宴。

春日的古都北京，草长莺飞、生机勃
勃。一个月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2013 年秋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
积极响应。3 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
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了超出预期的
进度和成果。

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中国和世
界。以东方智慧为全球发展探寻解决之
道，“一带一路”再度吸引全球目光。

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
合作成果。世界期待，“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将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
经济面临的问题找出答案，为实现联动
式发展注入新的能量。

顺应时代潮流 贡献中国智慧

2016 年 11 月 17 日，“一带一路”倡
议首次写入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决议。
2017 年 3 月 17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2344 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
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3 年多的时间，一个由中国提出的
倡议、行动，逐渐形成广泛国际合作共
识。截至目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 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
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
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
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
的利益结合起来。”2014 年 11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八次会议时强调。

物物相通、人员往来、文化交流⋯⋯
千百年前的古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
文明，丰富了沿线人民生活，推动了世界
文明的进程。其所承载的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历千
年而不息。 （下转第三版）

举“中国方案”践大道之行
——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倒计时一个月之际

新华社记者

开栏的话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千百年

来薪火相传，绵延不断，在新的历史时期

绽放出更为耀眼的光芒。

自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倡议

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在

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建设进度和

成果都超出预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大大优化中

国开放格局、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更得到

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

参与和支持，为沿线各国联动发展注入

磅礴正能量，彰显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

恢宏的思想力与强大的行动力。今年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

北京举行，势必成为促进沿线国家发展

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

程中一座新的里程碑。

即日起，新华社开设“一带一路·合

作共赢”栏目，聚焦国内外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新探索新成就新经验，以通

讯、述评、权威访谈、评论员文章等稿件，

整合文字、图片、图表、动漫、音视频等多

种报道手段，分专题持续推出重点报道，

宣传阐释“一带一路”建设的最新进展、

时代内涵和重大意义。4 月 13 日推出长

篇述评《举“中国方案” 践大道之行

——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倒计时一个月之际》。

一个月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将拉开帷幕。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3年多来规格最高的论坛活动，沿线各国

将以此为契机共商合作大计，为解决当前

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为推动更有

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寻找方案。这次论坛，将充分展现中国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的努力和贡

献，对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联动式发展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自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就成了国际

社会持续关注、热议的话题。如何开辟更

高层面的国际合作？如何改善不发达国

家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如何“抱

团取暖”积极应对世界经济的“寒冬挑

战”？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平合

理？回应这些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一个

重要支点就是建设“一带一路”。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有着延绵2000多年的丝绸之路精神

浸润，“一带一路”建设成效逐渐惠及世

界。这两条东联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

济圈、跨越高山深海与国别壁垒的“经济走

廊”，正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呈

现愈发美丽、愈发生动的模样。面向未来，

唯有凝聚合作共识、巩固合作态势、深化合

作关系，共同发展的力量才会更加强劲。

让所有怀抱加快发展愿望的国家携起手

来，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世界最美

“经济走廊”，真正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

共建世界最美“经济走廊”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近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规划》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青年发展事业，反复强调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
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强
大力量；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青年运动方向，全面加强对青
年的思想政治引领和成长成才服
务，制定实施一系列促进青年发展
的政策措施，激励引导青年与民族
同命运、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
发展，为广大青年指明了正确成长
道路，创造了良好成长环境。

《规划》强调，赢得青年才能赢
得未来，塑造青年才能塑造未来。
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兴
旺发达的高度，把青年发展摆在党
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
略位置，整体思考、科学规划、全面
推进，努力形成青年人人都能成
才、人人皆可出彩的生动局面，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
强劲、持久的青春动力。

《规划》要求，到 2020年，具有
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
工作机制初步形成，广大青年思想
政治素养和全面发展水平进一步
提升，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
大实践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到 2025 年，具有
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
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广大青年思想
政治素养和全面发展水平明显提
升，不断成长为志存高远、德才并
重、情理兼修、勇于开拓，堪当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历史重
任的有生力量。

（《规划》全文见六、七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2025

年

）
》

本报北京 4 月 13 日讯 记者顾阳报道：海关总署 13
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6.2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1.8%。其中，出口 3.33 万亿
元，增长 14.8%；进口 2.87 万亿元，增长 31.1%。我国进
出口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回稳向好走势，连续 3 个
季度进出口总值实现同比增长。

对于一季度外贸增速的“超预期”，海关总署新闻发
言人黄颂平表示，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上
涨。据统计，一季度，我国铁矿砂、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
量价齐升，其中铁矿砂、原油进口均价涨幅分别高达
80.5%、64.7%。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后，是世界经济条件有
所改善。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态势仍在延续，特别
是美国、欧元区、日本制造业 PMI 指数自去年 12 月达到
阶段性新高后，今年一季度仍然呈持续攀升态势，外需改
善客观上对我国出口产生了拉动作用。

从内部因素看，内需向好带动了进口的持续增长，特
别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制造业
PMI 连续 6 个月保持在 51.0 以上。上述进口价格的上
涨，推动了一季度进口总值的明显增长，同时又通过国内
生产传导到出口环节，推动了出口价格的上涨。

“我国外贸发展仍存在许多有利条件，国内经济稳中
求进、脱虚向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出口先导
指数连续 5 个月稳中向好等等。”黄颂平强调指出，当前
我国外贸向好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不发生大的风
险情况下，经过努力，全年我国外贸有望延续回稳向好的
势头。

一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 21.8%

连续三个季度增长 外贸持续回稳向好

“从共享单车看分享经济”系列述评 ⑤
盈与亏：共享单车“造血”有多难？ 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