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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7 日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
学院建院40周年，向全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致以
诚挚问候。贺信全文如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 40 周年之际，我代表党中
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4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时代同发
展、与人民齐奋进，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发挥为
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作用，不断出成果、出人才，为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
了重要贡献。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
探索。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和广大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
持为人民做学问理念，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
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努力

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17年5月17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 40 周年庆祝大会 17 日下午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大
会并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和贺信提出的要
求，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意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学习
研究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作为重中之
重，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集聚优势、
创新发展，更好地出成果出人才，不断繁荣发展哲学
社会科学。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四十周年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记者王慧慧） 国家主席习近平 17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阿
根廷总统马克里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扩大两国各领域互利友好合作，推动中阿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阿建交45周年。中阿两国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和重要新兴市场
国家，双方加强合作，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繁荣稳定。中
阿双方要巩固政治共识，引领好两国关系发展方向，使两国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坚定不移加强政治互信，扩大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地方等各领域
各层级交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要
深化两国利益融合，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阿国内发展规划实现对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农业、矿业、制造业等领域合作，落实好水电、铁路等现有重大合作项目，扩大市场开
放，优化贸易结构。中方赞赏阿方明确承诺将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十五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记者杨依军） 国家主席
习近平17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习近平欢迎洪森正式访华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习近平指出，中柬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中
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柬埔寨关系，愿同柬方一道，坚定不移
推进中柬友好事业，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为地区和平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柬明年迎来建交60周年。双方要以

纪念建交 60 周年为契
机，推动中柬关系行稳
致远、更好发展。我们
要发挥高层接触对双边
关系的引领作用，加强
治国理政交流。要深化
务实合作，落实好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
划纲要，抓好产能和投
资合作重点项目。要提
升经贸合作规模和水
平，实施好有关合作项
目建设。要加强执法安
全、反恐、打击网络犯罪
以及境外追逃等领域合
作，扩大旅游、文化、教
育、青年等社会人文交
流。中方支持柬方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
大作用，支持柬方当好
澜湄合作主席国。

洪森表示，柬埔寨
坚定奉行西哈努克太皇
确定的对华友好政策，

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给予的坚定支持和大力帮助，愿同中
方一道，巩固传统友谊，推动柬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要在各自发展和彼此重大关切问题
上始终相互理解和支持，拓展经贸、发展、减贫、卫生、安
全、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沟通协调。柬方赞同双方明年共同办好柬中建交
60周年纪念活动。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 近 平 会 见 柬 埔 寨 首 相 洪 森
这是人类减贫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
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
政的重要位置，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加大扶贫投入，创新
扶贫方式，我国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

以非常之举，成非常之事。从 2013 年至 2016 年 4
年间，我国累计脱贫5564万人，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都超过10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

降到2016年底的4.5%；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
区面貌明显改善。

一个都不能掉队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宏伟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
键看老乡。”“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
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
发道路，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成为世界上减
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的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贫困问题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
的“短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制定“十三五”规
划建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
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认可度”。

十八大以来，每到岁末年初，习近平总书记的身影
就会出现在贫困地区，访贫问苦,体察民情。在2017年
的新年贺词中，习总书记最牵挂的依然是困难群众,关
心他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
春节。“我也了解，部分群众在就业、子女教育、就医、住
房等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不断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党和
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下转第八版）

立下愚公志 共奔小康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工作综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辟了治
国理政新境界，铺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
的宏伟蓝图。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即日起本报推出“砥
砺奋进的五年”特别报道专栏，集中展示五年来党中央
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经济社会生活的新成
就新气象新变化。“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首批报道
将聚焦五年来脱贫攻坚工作的显著成就，刊发《经济日
报》记者深入扶贫点开展精准扶贫驻村调研采访报道。

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举行会谈。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马克里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凝 心 聚 力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本报评论员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
（第二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是 7000 多万贫
困人口，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经过 5 年的努力，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进入了啃硬骨头、攻
坚拔寨的冲刺阶段。面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我们要
用好弥足珍贵的“中国经验”，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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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度的政
治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提升至治国理政新高度。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把“扶贫攻坚”改成“脱贫攻坚”，吹响了向贫困宣
战的进军号，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成为又一个举世瞩目
的“中国奇迹”。

来之不易的成绩背后，离不开发展凝聚的经济实
力、独特强大的制度优势，也离不开丰富有效的经验积
累。从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立下脱贫攻坚“军令状”，到编制《“十三五”脱贫攻
坚规划》等，形成四梁八柱的顶层设计；从广泛集结各界
合力，汇聚扶贫开发“巨能量”，到瞄准“病根”分类施策，

将精准扶贫作为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一桩桩务实之
举，一笔笔写下了“加强领导是根本、把握精准是要义、
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参与是合力、群众参与是基础”的
脱贫攻坚“中国经验”。这些经验弥足珍贵。有国际评
论认为，“如果我们能从中国的努力中汲取经验，在全球
创造另一个中国奇迹，那么甚至可以说，我们将永远带
领人类走出贫困”。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虽然“中国奇迹”让我们离这个
梦想更近了一步，但仍要“积跬步而致千里”。进入脱
贫攻坚后半程，我们要啃的“硬骨头”更硬、要解决
的新挑战更多，比如，如何在经济发展转型调整中让
贫困人口脱贫？如何让流动中的人口脱贫？如何让缺
少发展条件的人口脱贫？如何防止他们脱贫之后返
贫？⋯⋯一系列新问题仍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精准发
力，既要保持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决心，还
要拿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气神，唯此，才能在
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搴旗拔寨，攻下贫困的堡垒、建
成全面的小康！

不能等到落叶才归根
——追记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大年 （第八版）

条义务。双方要共同办好庆祝两国建交 45 周年系列文
化活动，增进文化、教育、科技、青年、旅游、地方、足球等
领域交流合作，加强警务执法和司法、南极事务合作。中
方愿同阿方就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等重大全球性议题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支持
阿方办好2018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习近平赞赏阿根廷支持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强调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愿同
拉美加强合作，包括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实现中拉发
展战略对接，促进共同发展，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

马克里热烈祝贺刚刚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取得圆满成功。马克里表示，阿方致力于推动阿
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阿方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愿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推进两国互利合
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扩大双方共识。阿方愿同中
方共同努力，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加强投资、金融、农业、
科技、基础设施、旅游、人文、足球合作，深化拉美同中国
关系，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

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
国联合声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教育、文化、农业、质检、体育、
投资、能源、铁路和金融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马克里举
行欢迎仪式。彭丽媛、王沪宁、栗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陈昌智、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钦敏等出席。

记者蹲点贫困村 体验脱贫攻坚战 （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