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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西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世界屋脊上传来了遥远的问候——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西藏自治区大力开展
“讲党恩爱核心、讲团结爱祖国、讲贡献爱
家园、讲文明爱生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念党恩泽
心里的话儿说不完

“小时候家里穷，日子都快过不下去
了，自己差点被送人。再看看现在，我们全
家吃穿不愁，外孙也在读初一了，还不用
花钱。”6月24日，在山南市洛扎县贡祖社
区，60 多岁的格桑平措动情地说：“这一
切是怎么来的？是我们敬爱的党，把一项
项惠民政策送到了咱们贡祖，让我这个穷
光蛋，变成了一个吃穿不愁还有存款的
人，党的恩情说不完道不尽。”

话音未落，台下几十名乡亲使劲儿鼓
起了掌。“让群众以亲身体会来宣讲‘四讲
四爱’，在社区居民中引起了共鸣！”驻村
工作队队长次仁卓嘎说。

“没有共产党哪来新西藏，共产党的
恩情永远记在心里⋯⋯”以“四讲四爱”为
主题的红色折嘎（藏族曲种）在山南市曲
松县曲松镇下洛村党支部院里响起。村支
书索朗次仁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以

“四讲四爱”为内容，为这首折嘎创作了新
词新曲，他说：“今年党的十九大即将召
开，我要把群众心里的话唱出来，感谢党
的好政策！”

下洛村党支部院子里，群众尽情地欢
笑、鼓掌。孩子们也学会了这首折嘎，用汉
藏双语整齐说唱：“感激如今的幸福生活，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爱党爱国，是西藏人民也是中华民族
的最大共同认知。

记者来到位于西藏日喀则尼玛山脚
下的扎什伦布寺，放眼望去，金顶红墙层
层叠叠，宏伟壮观。

2008 年 4 月，国家和西藏自治区投
入 1.18 亿元，对扎什伦布寺主体殿堂进
行大规模维修。这项工程是西藏“十一五”

重点文物保护项目中投资最大的单项工
程。在僧人嘎庆·扎西罗布看来，“扎什伦
布寺现有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作为
一名僧人务必知党恩、感党恩，永远听党
的话、跟党走！”

正因如此，嘎庆·扎西罗布主动申请
成为僧人宣讲员。他自己编写宣讲提纲，
不分昼夜奔赴日喀则各县（区）寺庙宣讲

“四讲四爱”，自活动开展以来，扎什伦布
寺管委会副主任色巴多琼已收到僧众学
习心得体会 400 多篇。“其中一半以上都
出自30岁左右的年轻僧众之手。”

思想破题
共同维护长治久安

在“四讲四爱”活动中，西藏力争做到
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让每个人
都成为维护西藏和谐的卫士。

“针对克西乡在拉萨的330名务工人
员，我们采取‘乡党委+流动党支部+党
员+外出务工群众’的宣讲模式，力争不
漏一人。”山南市贡嘎县克西乡党委书记
平措介绍，开展“四讲四爱”活动后，白康
村村民主动提出将私占集体的机耕道、非
承包合同内的耕地等 350 多事项的利益
全部退还给村集体。

为了让人人参与，日喀则仁布县建立
了微信群，确保宣讲全覆盖。“我们以村为
单位建立微信群，哪怕远隔千里在外务
工，也能同步接受宣讲！”仁布县委常委张
晶告诉记者。仁布县 73 个行政村都已建
立外出务工群众“四讲四爱”宣讲微信群，
由驻村工作队长管理微信群，负责宣传、
宣讲、教育引导，定期向群内发送藏汉双
语宣讲音频、视频等。

在贡嘎中学，上千份藏汉双语版《贡
嘎县中学“四讲四爱”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宣传册》最近发到了每位同学手中。“学生
熟悉了宣传册里党的各项优惠政策，回到
家里就是一名小小的宣讲员！”贡嘎县中
学校长索朗罗布说。

“党的宗教政策，惠寺惠僧政策，佛事
活动的开展，文物的保护⋯⋯众多方面的
学习和体会，僧众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
高。”哲蚌寺寺庙管理委员会僧人成员、常
务副主任阿旺群增对记者说，广大僧人要
知党恩、感党恩、报党恩。

哲蚌寺始建于公元 1416 年，由格鲁
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之弟子降央曲吉扎
西班丹创建，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是拉萨三大寺之一。以不打扰正常佛
事活动为前提，哲蚌寺管委会党委副书
记、常务副主任尼玛与管委会僧人成员将
白拉桑、阿旺群增等带头宣讲，10个宣教
小组深入僧舍宣讲⋯⋯哲蚌寺寺庙管理
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云丹介绍：“哲蚌寺
现有僧人 452 人。通过不同层面、不同对
象、不同形式开展集中宣讲 6 场，小组宣
讲 22 场，参加僧人 2596 人次，覆盖面达
97%。”

紧跟党走
甜美生活有奔头

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克松社区是“西
藏民主改革第一村”。58 年前的春天，克
松庄园的 400 多个农奴自发成立了西藏
第一个农民协会，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
个农村基层党支部、第一个人民公社。

“四讲四爱”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后，克松社区党支部旁的“西藏民主改革
第一村”陈列馆，参观的人流形成了井喷，
截至6月底参观人数达上万人。与过去不
同的是，来参观的中小学生、群众、僧尼
多了。

对比西藏今昔，珍惜并为幸福生活努
力奋斗，是西藏人民最大的目标。

在克松社区，52 岁的加律正在自家
藏餐馆里忙活着。自去年开了一家藏餐馆
后，这样忙碌的生活让加律既兴奋又觉得
不可思议，“家里4个人，只有我一个劳动
力，以前去工地上打工，但是春秋都要回
来种田、收割，既没有什么收入，又离家
远。现在好了，不仅钱赚得比以前多，又离

家近。”加律高兴地说，以前在工地上一年
最多挣个 2 万多元，去年开了这个餐馆，
一下子赚了 7 万多元。“这都因为党的民
族政策好呀，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克松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边巴次仁告
诉记者，居委会共有 241 户、860 人，农业
生产机械化达到98%，基本实现了农业机
械化，去年克松社区居委会经济总收入
2562.79 万 元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5593.8元。

感念党恩，永跟党走，西藏人民奔小
康的路上，步步都有党旗飘扬。

从山南贡嘎县克西乡政府出发，沿着
蜿蜒的水泥路，我们来到克西村村民达娃
卓玛家。她 81 岁的母亲正坐在院里晒
太阳。

“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只要自己肯
干，谁都不会过穷日子。”不久前，达娃卓
玛向克西乡政府提出脱贫申请，主动放弃
每年 3000 元的贫困户生态补偿岗位，将
这个岗位留给更需要的人。

自今年3月西藏在全区开展“四讲四
爱”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变化正在悄
然上演。

达娃卓玛家是当地的建档贫困户。去
年，当地政府与驻村工作队不仅将其残疾
儿子送到山南市特殊学校，还为达娃卓玛
开批发店解决了第一笔资金难题。

“2016年贷款开百货批发店的时候，
家里人有不同意见，毕竟乡里已经有几家
了，心里很忐忑。”说话间，达娃卓玛给记
者递上一杯浓浓的甜茶。5 万元贷款享受
扶贫贴息贷款利率，年利率只有 1.08%。
达娃卓玛的百货批发店当年就实现了盈
利，年收入七八万元。

克西乡党委书记平措告诉记者，过去
不善言谈的达娃卓玛，如今已是克西乡小
有名气的“四讲四爱”群众宣讲员，还谋划
着在家门口再开一家百货批发店⋯⋯

西藏的土地，宁静而和谐，每一寸都
有党和祖国的光辉照耀。广袤而祥和的土
地上，处处是党的赞歌⋯⋯

来 自 雪 域 高 原 的 祝 福
——西藏开展“四讲四爱”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黄大年原来是个完美主义者，
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的标准。黄大年
的爱人认为他有“强迫症”，不按他
的要求做就会被他一遍遍地纠正，
逼着你妥协。

有“强迫症”的黄大年变了：不
修边幅，衣服就那么两套，似乎连试
衣服、买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黄大年的工资不低，但没有时
间想消费的事。黄大年一心扑在了
工作和学生上。

有一次，他眼睛起了个肿包。
他用牙签直接捅开，结果引发感染，
眼睛肿得睁不开。到医院简单处理
后，他就捂着一只眼去指导学生，并
参加学校活动。

别看黄大年没时间打理自己，
关心学生却有时间。每到节假日，
他就把外地的学生邀请到家里吃
饭，自己还亲自下厨。黄大年有出
门带相机的习惯，不管到哪都会给
学生照相。另外，下班开车送同事、
学生回家，也是经常的事。

为了让学生了解国外生活方
式，他经常带他们到咖啡屋进行头
脑风暴讨论，碰撞出新的观点火花。为了让学生开阔眼
界，黄大年还自费带学生出国，自己给他们当翻译和司机。

“拼命黄郎”黄大年把时间都留给了工作。他去世之
前的时间表是这样：2016年11月28日晚，北京飞往成都
途中，因腹部痉挛昏迷，到成都简单治疗后，又出现在了
第二天的会场上。12月4日，在长春做完检查后，赶往北
京。12 月 8 日，被大夫强制滞留医院住院。他从第二天
起分批次召集学生来病房上课，安排工作。第三天，他还
给校领导发短信说，“争取两周内重返岗位，治疗期间不
会影响工作”。

④④

时间都去哪了

本报记者

李己平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孙政才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陈敏尔同志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
贵州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孙志刚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

重庆、贵州两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月上旬访问俄罗
斯德国并出席 G20 汉堡峰会期间，提出

“要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大方向”，与
各方“共商架设合作之桥、促进共同繁荣
大计”。习近平主席的讲话，释放出中国
愿与国际社会一道进一步深化伙伴关系、
谋求合作开放发展的明确信号，展现中国
兼济天下、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宽
广胸怀。

大国联动是国际合作的引领。习近平
主席此次出访期间与美日德英法等世界
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均实现了单独会见，就
推动双边合作进行深入沟通，达成广泛共
识，同时还巩固和深化了中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将中俄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
提升到了新高度。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
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双方要共同努
力，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拓展各领
域务实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
发展。美方回应，表示愿同中方拓展各相

关领域的对话和互利合作，在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在会见德国
领导人时，中方指出要全方位对接发展战
略，广泛加强国际合作。中德双方一致同
意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深化人
文交流、密切多边配合，推动中德关系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会见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时，双方同意加强各领域务实交流合
作，加强中国“十三五”规划、“中国制造
2025”同英国现代产业战略、“英格兰北部
经济中心”等发展计划对接，推动中英面
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层
楼。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时，双方同意深
化核能、航空等传统领域合作，开拓农业
食品、金融、可持续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
把共同利益的蛋糕不断做大做好。做强
双边务实合作是建设国际合作大厦的有
力支撑。中国与主要大国间的良性互动，
纲举目张，为国际开放合作树立了样板。

多边机制是国际合作的关键。在出

席 G20 汉堡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多
个场合为多边主义鼓与呼，督促国际社会
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共商国际规
则，共建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
挑战。在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
间，中方强调金砖国家要发扬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加强团结合作，维
护共同利益，谋求联动发展。各国“要毫
不动摇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采取措施
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
的成果。习近平主席旗帜鲜明地指出，开
放发展既是 G20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
要经验，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路
径。中国呼吁 G20 要坚持走开放发展、
互利共赢之路，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
国际贸易和投资，共同做大世界经济的蛋
糕。在讨论非洲伙伴关系问题时，中方主
张非洲是世界经济均衡、包容增长不可或
缺的一环。对非合作要遵循“非洲提出、
非洲同意、非洲主导”原则，同非洲自身发

展规划对接起来。习近平主席站在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在多边舞台上，
阐释中国理念，提出中国方案，擘画国际
合作开放的新蓝图。这些主张既体现支
持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宏观思维，又包含实
现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的细化阐释，得到各
方普遍赞同。

“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支持和平合作，
倡导开放包容，将“一带一路”的合作平台
越搭越大。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与俄方
积极探讨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
丝绸之路”；欢迎日方同中方在“一带一
路”框架内开展合作；敦促新加坡要创新
合作思路，落实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谅解备忘录。共商共建“一带一路”的
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赢得国际社会
积极参与，成为中国倡导的重要国际公共
产品，是构建国际合作开放新格局的重要
利器。

构 建 国 际 合 作 开 放 新 格 局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惠喜

日前，参会客商在第十四届中国（满洲里）北方国际科
技博览会上了解展出产品。本届博览会以“融入一带一
路，推进开发开放，创新驱动发展，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
来自中国、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企业亮
相展会，达成交易和合作意向40多亿元。 申晓娇摄

中国（满洲里）北方国际科技博览会举办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讯 记者齐慧、
通讯员徐云华 欧阳明报道：7月15日，
由中国铁建十一局集团承建的深圳地铁
6 号线首座高风险隧道——大雁山隧道
实现顺利贯通。该隧道的贯通，为深圳
地铁 6 号线实现 2020 年建成通车的目
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承担该隧道施工的中国铁建十
一局一公司项目经理沈显才介绍，该隧
道在穿越天然气管道段施工时，就像在
人的动脉血管边做手术，稍有不慎，就
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他们编制了切
实可行的专项施工方案和施工安全专
项方案，并进行了应急演练。同时，采
用微差控制爆破技术，分段式起爆，减
少爆破炸药用量，从而减轻爆破产生的
震动，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对天然气管
道的影响，确保了天然气供应的管线
安全。

大雁山隧道全长3089米，是全线唯
一一座采用矿山法施工的长大隧道。该
隧道先后下穿西气东输大口径高压天然
气管道和一条公路隧道、2 条水工隧道，
距离既有结构物最小净距仅为 7 米，安
全风险高，施工难度大，被列为深圳地铁
6号线重难点控制工程。

深圳地铁六号线首座

高 风 险 隧 道 贯 通

本报讯 2014年，嘉兴市率先在浙江省开展科技金
融改革创新实验区创建工作，近年来，当地金融服务创业
创新的力度和水平得到有力提升，并形成了相应的可复
制、可推广科技金融“样本”。

据介绍，嘉兴银监分局出台了《关于银行业做好科技
金融改革创新工作的指导意见》，打造出了专业化科技金
融组织体系。嘉兴初步找到了专业化、扁平化的科技金
融专营机构组织模式，支持科技型企业贷款占比高、规模
增速快、专业化服务能力强的机构不断完善业务管理和
绩效考核办法，剥离传统非科技金融服务业务，根据准入
条件进行“持牌经营”，目前专营机构累计对科技型企业
授信户数超400户，累计放贷69亿元。

此外，嘉兴已基本形成了完善的专业化科技金融产
品体系，截至目前，科技企业贷款余额超 500 亿元，信用
及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近100亿元。 （胡建光）

浙江嘉兴构建科技金融产品体系

本报讯 记者刘兴、通讯员邓春荣 华秩平报道：针
对赣南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多、脱贫任务重的实际，赣州银
监分局与赣州市政府合作发布“产业扶贫信贷通”，截至
今年 5 月末，赣州银行业累计发放“产业扶贫信贷通”贷
款 11.75 万户、金额 56.59 亿元，使贫困户贷款覆盖率达
到 79%，带动了 25 万贫困人口脱贫，107 个贫困村退出，
有力加快了老区贫困群众脱贫步伐。

据了解，为共推“造血”脱贫，当地财政筹集 10 亿元
风险缓释金，撬动 80 亿元银行资金发放“产业扶贫信贷
通”贷款，专用于支持地域特色明显、扶贫带动见效快的
产业，贷款对象为列入全市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及吸收带
动贫困户就业脱贫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银行机构还结
合贫困户实际和扶贫产业的产出周期特点，对符合贷款
基本条件且有产业发展意愿的贫困户申请5万元以下基
准利率的信用贷款，期限 3 年至 5 年，贷款期限内只付息
不还本，且财政对贫困户贷款按 3 年 100%贴息，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按50%给予贴息。

赣南老区政银共推“造血”脱贫

7 月 14 日，来自国内 12 个城市的 140 名青少年运动员在青岛奥帆中心浮山湾水域展开
帆船俱乐部联赛。当日，第三届“梅沙教育杯”全国帆船青少年俱乐部联赛青岛站暨市南区

“区长杯”帆船邀请赛在青岛奥帆中心基地启幕。据悉，本届联赛在全国五个城市举行分站
赛，年底进行总决赛。 王海滨摄

全国帆船青少年
联赛青岛站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