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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12月 6日电 （记者
王慧慧 叶前） 2017 年广州 《财富》
全球论坛6日上午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来贺信，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
祝贺，对各方嘉宾来华出席会议表示
诚挚的欢迎。他指出，本届论坛聚焦
全球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与会嘉宾
就此交流思想、建言献策，对促进世
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贺信全文
如下：

值此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开
幕之际，我谨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
贺！对各方嘉宾来华出席会议表示诚挚
的欢迎！

本届《财富》全球论坛以“开放与创
新：构建经济新格局”为主题，聚焦全球发
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与会嘉宾就此交流思
想、建言献策，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具有
积极意义。

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我们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
深化改革，大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持续
释放发展活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
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展望未来，中国发展动
力更足、人民获得感更多、同世界互动更
深，将为全球发展创造更多机遇、作出更
大贡献。

中国经济具有长期向好的光明前
景，有基础、有条件、有动力实现稳中
有进、持续向好。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
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经营环境将更加
开放、透明、规范。中国将继续发展全
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
点，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
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热忱
欢迎全球企业家来华投资兴业，共享中
国改革发展带来的机遇，共创中外经贸
合作美好未来！

预祝 2017 年广州 《财富》 全球论

坛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12月6日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表达了中国政府对论坛的重视和期
待，传递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政策取
向，宣示了中方愿同各方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汪洋指出，本
次论坛以“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
局”为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坚
持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构建世界经
济新格局的基本前提；坚持以创新驱动
新旧动能转换，是构建世界经济新格局
的关键；坚持包容共享性增长，是构建
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要理念。汪洋强
调，中国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
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是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发展，是
创新驱动的发展，是全面开放、互利共
赢的发展。中国过去的发展得益于开放，

今后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更需
要扩大开放。我们将坚持积极有效利用
外资的方针，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大幅度放宽市场准
入，抓紧制定重点领域扩大开放的时间表
和路线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打造
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在开
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广东省委
书记李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巴布亚新
几内亚总理奥尼尔和时代公司首席内容
官、《财富》杂志总裁穆瑞澜分别在开幕式
上致辞。

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12月6
日至 8 日举行，外国政要、《财富》全球
500强企业代表、中外领军企业代表、知
名专家学者等逾1100位中外嘉宾出席论
坛，论坛规模超过历届。国务院新闻办和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国务院国
资委等部门负责人在当天上午全体会议
上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党的十九大主要成
果和中国开放发展政策主张。

习近平致信祝贺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开幕
强调中国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共创中外经贸合作美好未来

汪洋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农业增绿，农村变美，不仅关系6
亿多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也关系
13 亿多中国人的生活生态福祉。”农业
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农业绿色发展要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将绿色导向贯穿于
农业发展全过程，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厚植美丽中国
的“三农”土壤。

农业生产变绿

农业生产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这一主线，绿色发展的导向更加

清晰。
黑龙江农垦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

粮基地，每年输出的商品粮可以养活 1
亿人。今年北大荒 4300 万亩耕地上绿
色食品种植面积达 3300 万亩，目前，
减 化 肥 、 减 农 药 、 减 除 草 剂 的 “ 三
减”是垦区农业生产的重点。绥滨农
场场长李思军说，今后靠产量增收的
空间越来越小，必须发展绿色农业，
以质取胜。农场应用水稻插秧侧深施
肥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 5%以上。在
减少采用地下水的同时，目前，农场
已有 30 万亩水田喝上了纯江水。江水
水温高，水稻口感好，每吨价格比普
通稻高出 200 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
兴庆表示，必须抓住农产品供给充裕的

有利时机，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资源利用方
式，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补齐短板，
实现绿色发展。

对此，农业部门启动实施绿色农业
发展 5 大行动。在 100 个畜禽大县整建
制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在100个果菜
茶重点县全面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
点，以东北地区为重点开展秸秆综合利
用试点示范，在西北地区开展地膜回收
利用、治理白色污染，实施“史上最
严”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将休渔期延
长1 个月。大批的农业科技专家在农区
牧区草原水域奔走，一项项落实绿色
技术。

田间地头，农民种地用大水、大肥、猛
药的习惯在改变，杀虫灯、粘虫板、水肥一

体的滴灌系统越来越常见。全国化肥使
用量今年首次实现零增长，一些地方甚至
实现负增长。有机肥施用面积 3.8 亿亩
次，绿肥种植面积约4800万亩。农药施
用量则继续保持零增长，作物绿色防控技
术应用面积超过5亿亩。

步入超市，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老三品”广受欢迎，“三品
一标”农产品总数超过 11 万个；区域公
共品牌、龙头企业品牌、合作社品牌“新
三品”则倒逼农业产业链提升品质。国
家已制定农药和兽药残留限量标准5724
项，制定发布农业行业标准 5494 项，加
之推广可追溯体系，为优质农产品供给
添了一重保障。如今，各地老百姓餐桌
的优质农产品四季供应不断。

（下转第四版）

乡村振兴再绘“三农”新画卷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列报道之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全面落实街巷长制，推进背街
小巷环境整治提升；治理城市天际
线、架空线；整治“开墙打洞”……今
年以来，北京在城市管理上连放大
招，用“精细”二字打造精品街区、精
品胡同，城市面貌发生积极变化。

背街小巷有了“街巷长”

清理完无人院落里积年的落
叶，消除了街巷里的安全隐患，成树
华刚舒了口气，又被老住户叫住聊
起了家长里短。“街巷长好”“又转悠
呢”，路过的街坊邻里看见他都亲热
地打声招呼。

54 岁的成树华是北京西城大
栅栏商业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今
年4月17日，正式成为杨梅竹斜街
的街巷长。“街上有 422 户 1103 口
人；实际居住的704人，其中243个
是外地人。”在老北京胡同里长大，
干过城管、又一直在商业街从事外
部环境管理工作的成树华深知胡同
治理的难处。他告诉记者，“实行街
巷长制后，问题解决得更快了”。

随着《首都核心区背街小巷环
境整治提升三年（2017-2019 年）
行动方案》印发，北京正计划3年全
面完成核心区 2435 条背街小巷环
境整治提升，并提出无私搭乱建、无
开墙打洞、无乱停车等“十无”目标，
创建公共环境好、社会秩序好、道德
风尚好、同创共建好、宣传氛围好的
文明街巷。

如今，北京核心区的每条街巷
都有了街巷长，在“十无一创建”中
行使巡视权、监督权和处置权。此
外，还聘任了233名市容市貌监督员，招募“小巷管家”，
实现背街小巷的全覆盖，初步形成“共治、共管、共建、共
享”的局面。

经过拆违整治，拥有 10 多处历史遗迹的达智桥胡
同，部分临街老建筑修旧如旧，恢复晚清民国风格，还实
现了准物业化管理。在前门西河沿胡同，边角地建成了
民俗图书馆和文博馆；群租房整治后改为养老照料中心；
腾退空间建成的“民艺坊”成为地区残疾人公益手工作品
展示中心……北京，正用一个个精品胡同、精品街区，凝
练“六朝古都”的形象气韵。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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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梁婧 刘存瑞报道：近日，太原市万柏
林区城中村改造完成，成为太原市乃至山西省城中村改
造的排头兵。他们有什么秘诀？践行新发展理念，既要

“面子”更要“里子”，万柏林区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
新路径。

万柏林区地处太原汾河西畔，是典型的城乡交错区，
全区共有城中村 27 个，在太原市城六区里城中村数量
居前。

城中村改造，拆迁是第一难。“拆房子其实就是一个
拆解矛盾的过程，补偿标准百姓认可了，一些因拆迁而起
的纠纷合理解决了，拆迁速度就快了。”万柏林区城改办
常务副主任赵双明说。

“805个院子30天内全部搬离……这是我们在今年
城中村改造中交出的‘答卷’。”万柏林区南寒街道北寒村
党支部书记路跃明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之所以能顺利推
进，得益于村两委提前帮村民们算清了“拆迁账”。

据了解，北寒社区是万柏林区今年剩余的4个改造
村之一，共有805个院子、1116户，村民3200人，常住人
口1.3万余人，土地面积1245亩，旧村建筑占地900亩。

村两委召集村民代表，开始商量对策。“我觉得我们
必须科学拆迁，广泛征求大家意见。”路跃明说。

改造启动前，村两委干部、党员给大家算清货币补
偿、异地安置、就地回迁、未来发展等方面的“明白账”，打
消了居民们思想上的顾虑。同时，为解决部分群众过渡
难的问题，由村委担保，在周边新建小区购置安置住房
200余套，用于部分租房困难的拆迁户过渡。

下元村地处万柏林区中心地段，2012年城中村改造
启动时改为社区，村民们的身份变成了居民。“我们算是
搭上了城中村改造的快车。”居民王湧说，如今整个下元
社区2900位居民已全部入住了新楼房，回迁安置全部兑
现，现在乡亲们就盼着村里的商业分红项目早日建成实
现收益。 （下转第四版）

太原市万柏林区：

告别城中村
融合城与乡

12月6日12时
31 分，从成都方向
开来首趟西成高铁
驶出秦岭，驶入西
安市鄠邑区跨环山
公路立交特大桥。

当日，西安至
成都高速铁路全线
开通运营。全线开
通初期将安排动车
组列车19对，成都
至西安的最短旅行
时间压缩至4小时
7分。

张 辰摄
（相关报道见

第十四版）

西成高铁

开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