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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并参加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
任务的各参研参试单位和全体
同志：

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
成功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
向参加这次任务的全体参研参
试单位和人员，表示热烈的
祝贺！

天然气水合物是资源量
丰富的高效清洁能源，是未
来全球能源发展的战略制高
点。经过近 20 年不懈努力，
我国取得了天然气水合物勘
查开发理论、技术、工程、装备
的自主创新，实现了历史性突
破。这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落实新发
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可
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
势，在掌握深海进入、深海探
测、深海开发等关键技术方面
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中国人
民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
标志性成就，对推动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具有重要而深
远的影响。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
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关键一
步，后续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希望你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向地
球深部进军的重要指示精神，
依靠科技进步，保护海洋生
态，促进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
采产业化进程，为推进绿色发
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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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立
新功！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2017年5月18日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的贺电

“以后进我们村，都得从我家门口过了。”荒田变身
休闲广场，进村公路改建又拓宽，望着家门口的这些变
化，江西省抚州市岗上积镇东源村小组的陈丽娇甭提
多高兴。

为了给丈夫治病，陈丽娇家欠了不少钱，大女儿甚
至卖了房子。几年前，丈夫病重不治，撒手而去。家庭
的变故、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打垮这个瘦弱的女人。养
育两个年幼的儿子，背负十几万元的债务，陈丽娇一人
扛起生活的重担。她人勤快，不仅种着家里的3亩地，
而且一有空就去外面找活干，打点零工补贴家用。

陈丽娇家是低保户，每年4320元的低保金让这个
家庭有了兜底保障。身体不太好的她还被安排在村小
组担任保洁员。“每月能领 400 元的工资，垃圾收集起
来送到镇上统一回收处理。”陈丽娇说：“最近村里又在
搞秀美乡村建设，村里的基础设施建得好，我们也住得
舒坦。”

陈丽娇有个小账本，上面清楚地记着借债和还钱
的情况。最近，她刚还了 2000 元债。这几年下来，陈
丽娇已经还了好几万元的债务。

仅靠有限的低保金、粮食种植、涉农直补和保洁员
工资收入，陈丽娇一家离脱贫还有差距。2015 年，陈
丽娇家的人均纯收入仅有1600元。

“精准脱贫不仅要治标，更需要治本，壮大村集体
经济是脱贫致富的关键。”东源村党支部书记饶文辉转
变思路，改变以往扶贫就是扶贫困户的方式，而是以推
动整村脱贫为目的发展产业，所得收益对贫困户实现
全覆盖。

2016 年 1 月，东源村与东乡县鸿雨农产品种植专
业合作社联手打造莲藕基地。按照协议，除了支付村
民田租外，鸿雨合作社每年不仅需支付每亩25公斤稻
谷的市场价格给东源村村委会作为土地流转管理费，
而且还须支付东源村 24 户贫困户累计 24000 元的帮
扶资金。去年，东源村的 24 户贫困户每家都收到了
1000元的补助。

目前，东源村的莲藕基地面积有260亩，净收益可
达5000元/亩。2017年，东源村还计划扩增种植面积
200 亩。另外，东源村两个光伏合作社今年一季度的
发电量也统计出来了。除去偿还贷款，按照发电量，贫
困户可获得分红442元到1327元不等。

莲藕基地的补助加上光伏扶贫的分红，陈丽娇家
又增加了2327元的收入。前不久，陈丽娇筹钱把家里
的房子刷上了水泥墙。

东源村变了，变得美丽宜居。平整的水泥路修到
农民家门口，户户用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新建的提灌

站、排灌站让农田灌溉不再难，村民们脱贫致富的凝聚
力更强。

这些年，土地有租金、就业有培训、产业有分红，关
键是农民在家门口就能赚钱。5 年来，东源村人均年
纯收入从 2012 年的 4800 元左右增加到 2016 年的
8000元左右。

以前，东源村基本没有像样的产业，主要经济收入
来源为水稻种植。村里青壮年劳力大部分选择外出打
工。如今，村里有了产业，好几个大企业都来村里谈合
作。许多村民都选择在村里打工，越来越多身在异乡
的东源人计划着回家乡，加入到脱贫致富的队伍中，一
起奔小康。

东源村是东乡区6个省级贫困村之一。算上已经
脱贫的东源村，2016 年，东乡区省级贫困村从 6 个减
少到 3 个，贫困户总数从 3109 户减少到 1905 户，贫困
总人数从6968人减少到4530人。

“东乡区未脱贫的贫困户多为低保户、五保户。2017
年贫困户有望实现全部脱贫。”抚州市东乡区扶贫和移民
办主任上官再行说。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江西省抚州市岗上积镇东源村：

脱 贫 致 富 就 在 家 门 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
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
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
副总理钱其琛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

墓火化。
钱 其 琛 同 志 因 病 于

2017年5月9日22时6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钱其琛同志病重期间
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
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钱
其琛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
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
问。

18 日上午，八宝山革
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
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
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
念钱其琛同志”，横幅下方
是钱其琛同志的遗像。钱
其琛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
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
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 时许，习近平、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
步来到钱其琛同志的遗体

前肃立默哀，向钱其琛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钱其琛
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
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钱其琛同
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钱其琛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钱其琛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
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钱其琛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胡锦涛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的演讲《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单行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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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日前，广东中山市一年一
度的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洽谈会和人才节取得丰硕成果：
共达成可签约项目 158 个，合同（协议）投资总额约 2500
亿元，项目数量与投资额均实现历史性突破。大项目、高
人才的认可，凸显了中山的价值，也代表着人们对粤港澳
湾区经济的期许。

站在中山市域沙盘前，从南向北打量，珠江口湾区
仿似一个 A 字，顶端是广州南沙自贸区，深圳、东莞、
惠州雄踞在东岸，佛山、中山、珠海、江门则伫立于西
岸，位处西岸中部的中山与深圳遥相呼应，相连后正好
是 A 字中间那道横线。中山的这一“地利”被形容为珠
江口湾区城市群的几何中心。

在交通连通方面，除了虎门大桥外，第二条跨江
（海） 通道——深中通道项目主体工程西人工岛已于去年
12 月 28 日开工，计划将于 2024 年底建成。届时，珠江
东西两岸一桥直通，深圳至中山行车时间压缩到半个小
时，而中山将成为珠三角城市群中贯通南北、承东启西
的角色，其作为珠江口门户城市和交通桥头堡的地位得
以确立。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介绍说，“伴随着港珠
澳大桥即将开通和深中通道开工建设的利好，广东已将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上重要日程，将对标国际一流湾区
和世界级城市群，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创新发
展高地”。

基于此，得天时地利的中山人抢抓机遇，布局谋
篇。一是谋划大交通、大物流体系建设。中山将投入
1400 亿元推进包括高速公路、干线公路、高铁、地铁、
市内轨道交通、港口码头、物流及客运枢纽的基础设施
建设。二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打造重大产业平台，构
建成“一中心、四组团”差异化发展格局。三是出台更
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构筑创新创业高地。包括对市引进
创新创业团队的资助标准，从最高 1000 万元提高到最
高3000万元；对紧缺人才最高提供200万元房补等。此
外，一系列旨在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改进和创新政府服
务的举措也渐次展开。

目前，一批航母级企业正加速入驻中山的重大产业
平台。走进位于板芙镇河西新区的中山市智能制造装
备产业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热火朝天。“刚刚从深圳
引进的生波尔 CIGS 第三代太阳能薄膜电池项目，就落
户在园区内。”板芙镇党委书记欧阳锦全介绍，该项目
主要生产太阳能薄膜电池中的核心部件——镀膜设
备。项目占地约 40 亩，投资约 1.65 亿元，凭借高技术
含量的产品输出，企业日后的产出、税收将为中山带
来较大贡献。

深圳中山两市产业对接已开始布局。去年的中山招
商引资洽谈会上，来自深圳的项目就达18个，总投资额
99.71亿元，占境内市外项目投资额的三成以上。今年引
进的比亚迪项目计划在中山打造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
装备基地。中山还将区域合作的目光投向广州。此外，
广州地铁18号线将延伸至中山，也将有利于中山和广州
的对接以及区域同城一体化发展。

广东中山：

加速融入粤港澳湾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学习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重要讲话精神⑤
用丝路精神共筑开放之路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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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钱其琛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这是习近平与钱其琛亲属
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详见第八版详见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