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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会同国务院扶
贫办编辑的《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
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全国发行。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让贫困
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
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是对
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
义的伟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
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
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作出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推
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对
世界减贫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的出版发
行，对于国内外读者学习研究习近平
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和中国脱贫
攻坚的伟大实践，推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 共分 8 个专题：

决胜脱贫攻坚，共享全面小康；坚
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坚持
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坚持加
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坚持社会
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坚持从严要
求，促进真抓实干；坚持群众主
体，激发内生动力；携手消除贫
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书中收
入242段论述，摘自习近平2012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6 月期间的讲
话、报告、演讲、指示、批示等60
多篇重要文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
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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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柬埔寨人民党
主席洪森致贺电，祝贺其领导柬埔寨
人民党在第六届国会选举中获胜。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我们高兴
地看到，近年来，在以洪森首相为首
的柬埔寨王国政府正确领导下，柬
埔寨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国际
地位不断提升，各领域建设取得可
喜成就，我们对此高度评价。我们
相信，柬埔寨人民党将继续团结带

领柬埔寨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促进经济发展，不断改善民
生，增进民族团结，为柬埔寨国家繁
荣和人民幸福、为地区稳定与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共产党高
度重视同柬埔寨人民党的友好合作
关系，愿加强两党交往对两国关系
的政治引领，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
流，推动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不断向前发展，共同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促进地区和世界繁荣进步。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致

电祝贺柬埔寨首相洪森。李克强在
贺电中说，中柬是好邻居、好伙伴。
中方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柬埔寨走符
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贵国
维护稳定、加快发展、改善民生。我
们愿同柬方以中柬建交 60 周年为
契机，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迈上新的台阶，共同构建具有
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舟山地处我国南北海运大通道和长江黄
金水道的 T 字形交汇地带，具有连接东
西、辐射南北的区位优势，是长江经济带江
海联运的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开放合作的
重要前沿。

3年前，浙江省开始推进港口资源整合，
宁波舟山港迈向实质性一体化发展，成为开
放的“新高地”。2017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
物吞吐量10.1亿吨，同比增长9.5%，成为全
球首个货物吞吐量超过10亿吨的大港，连续
9年稳居世界第一。

“宁波舟山港作为服务长江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正全力打造
现代化的江海联运体系，为长江经济带发展
起到‘画龙点睛’的战略支撑作用。”浙江省海
洋港口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陈伟介绍，2017
年，宁波舟山港完成江海联运货物吞吐量超
2.6亿吨，同比增长15%；海铁联运集装箱吞
吐量完成40万标箱，同比增长60%。

江船不出海、海船不进江曾制约大宗物
资江海联运的效率。今年4月10日，由浙江
欣海船舶设计研究院设计的“江海直达1号”
满载着2万吨铁矿砂，首靠安徽马鞍山，成为
国内第一艘既可通江、又可达海的两万吨级
散货船，有效破解江海联运瓶颈，改变物流转
运流程，降低运输综合成本，提升长江干线航
运能力。

“‘江海直达 1 号’轮船长 154 米、宽 24
米，具备宜江、适海、先进、经济4大特性。经测算，该船型比同类海进江

（海船）船舶造价降低约10%，载重量增加约13%，能效提高约12%。”江
海直达船研发项目经理吕冰说，该船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5岁，未来，
他们还将研发能够深入长江上游的江海直达船。

宁波等地的古港，是记载古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宁波舟山港
更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综合枢纽港。目
前，宁波舟山港集装箱航线总数达249条，其中远洋干线达到122条。通
过宁波舟山港出口的货物能到达全世界600多个港口。

2017年4月1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全域在
舟山群岛新区，这是我国唯一一个由陆域和海洋锚地组成的自由贸易园
区。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以油品全产业链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
为核心试点内容，探索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宗商品自
由贸易制度。

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主任韦晓红告诉记者，外轮过去习惯到日
本、新加坡等港口补给。我国的7条国际主航线中6条经过舟山海域，每
年约有2万至3万艘外轮进出宁波舟山港区，为这些外轮提供注油、注水
等生产生活补给，市场潜力巨大。韦晓红说，如今，从以舟山岙山油库为
代表的保税燃料油油库出发，供油船昼夜不歇为外轮供油，力争2018年
保税油供应量达到300万吨。

“舟山不缺少国家战略的支持，但作为只有100多万人口的群岛型
城市，也面临产业现代化体系建设与新经济新动能、中心城市现代服务
功能等偏弱的制约，特别是存在现代化人才缺乏问题。”浙江省发展规
划研究院海洋经济首席专家秦诗立认为，舟山需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合
作，主动与上海、杭州、宁波等周边大城市“抱团发展”，加大人才引
进培养储备与高效配置利用，增加城市群人才共培共享的力度，并以此
为基础加快补齐舟山数字经济旅游经济等新经济“短板”，加快推进江
海联运服务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更好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发挥先行
先试、示范引领作用。

本报北京8月15日讯 记者李
万祥从国家医疗保障局获悉：全国跨
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
作稳步推进，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
机构数已过万家，备案人数和直接结
算量持续快速增长。

据了解，在全国所有省级平台、
所有统筹地区均已实现与国家异地就
医结算系统对接的基础上，跨省异地
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继续增加，截
至 2018 年 6 月底已达 10015 家；基
层医疗机构覆盖范围继续扩大，二级
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 7575 家；截至
6月底，国家平台累计实现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 59.9 万人次，医疗费
用 150.3 亿元，基金支付 91.0 亿元，
基金支付比例60.5%。国家平台备案
人数267万。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实现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45.1 万人
次，是上年全年的3.1倍；医疗费用
112.0 亿元，是上年全年的 2.9 倍；
基金支付 67.4 亿元，是上年全年的
2.9 倍。次均住院费用 2.5 万元，次
均基金支付1.5万元。日均直接结算
2491 人次。6 月 19 日，单日结算峰
值创新高，首次突破5000人，达到
5121人，医疗费用1.3亿元，基金支
付0.8亿元。

本报青岛8月15日电 记者
刘成报道：8月15日，中船重工武船
集团北船重工为招商局能源运输股
份有限公司建造的全球最大、新型
40 万吨级矿砂船“明通轮”在位于
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北船重工命名

交付。
据介绍，“明通轮”长362米，甲

板面积相当于 3 个标准足球场，续
航里程达25500海里，可不间断完
成地球上任意两个港口间运输任
务。与旧型船舶相比，“明通轮”完

成一个航次可节约1800吨燃油，在
25 年使用寿命中，预计可节省 18
万吨燃油。

上图 在中船重工武船集团青
岛基地建成下水的“明通轮”。

肖 雨摄

习近平向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洪森致贺电
李克强向洪森首相致贺电

全球最大矿砂船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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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逾万家

3版有信心保持经济运行良好态势
2版机器人来到我们身边

5版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危”“机”并存

8版二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发布

9版当心被“套路贷”套住

12版精准预警研判 科学防汛救灾

盛夏时节，赤日炎炎。中国—
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内，高端产
业集聚区、产城融合示范区、科教
和人才资源富集区、国际合作和自
由贸易试验区……一座座现代化基
础设施平地而起；与之隔海相望，
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它的姊妹园
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同样是热火朝
天，港口、码头、工厂、服务区加
快兴建。

这一中马两国共同开创的“两
国双园”国际产能合作平台正顺利
推进，带动着两国及东盟产业集群
式发展，成为“一带一路”促进中
国与东盟深化合作的一个亮点。

创新模式，合作典范

在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
一楼大厅，钦州市委副书记、中马
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高
朴告诉经济日报记者，钦州产业园
区是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合作在国
内建设的第 3 个国际园区，关丹产
业园区则是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合
作在国外建设的第 1 个国际园区。

它们都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一个
在中国北部湾 3 大港口城市之一的
钦州，是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重 要 门
户，更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经贸合作
的纽带；另一个则在马来西亚东海
岸最大港口城市关丹，是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
国 加 强 与 东 盟 各 国 合 作 的 关 键
枢纽。

“我们正是看好钦州产业园区独
特的区位优势来这里投资，希望借
此面向东盟，辐射全球。”在钦州产
业园区，广西鑫德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廖德艺告诉记者，鑫德
利公司将在钦州产业园区建设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OLED 屏幕热弯设
备及相关产品生产基地，项目投入
生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200 多亿
元。目前，他们的手机盖板和保护
屏已经通过三星公司核验，将进入
其东南亚的生产线。

为了推动“两国双园”这一创
新性项目发挥作用，两国政府批准
成立了由中马两国经贸主管部门及
相关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组成的中

马“两国双园”联合合作理事会，
从 2014 年起已连续召开 3 次理事
会，较好地解决了园区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有力促进了“两
园”的开发建设。中马两国政府还
研究出台了多方面的支持政策。自
2013年起我国对钦州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已达44亿元，广西
地方政府每年也给予 1 亿元至 2 亿
元的产业扶持。马来西亚政府对关
丹产业园区外围道路、立交、供水
等配套设施投入约15亿林吉特，支
持关丹产业园区港口码头建设，并
给予入园企业 10 年至 15 年所得税
豁免、进口税和土地购买印花税豁
免、个人收入所得税优惠税率等特
殊优惠。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是钦州
产业园区和关丹产业园区共同遵循
的开发原则。中马两国企业和财团
分别成立合资公司负责“双园”的
总体开发建设。目前，“双园”港口
码头、水电路网等配套设施基本建
成。钦州产业园区规划面积55平方
公里，已开发范围达 18 平方公里，
总投入约 130 亿元人民币；关丹产

业园区一期 6 平方公里开发建设基
本完成，正在启动二期 4 平方公里
开发建设。

钦州产业园区成立伊始，就着
手构建以资本为导向的园区开发体
系，通过实施财政资金资本化战
略，带动社会资本投入，放大财政
资金的杠杆效应，不仅实现财政扶
持资金的可循环、可回收和高效率
利用，同时也推动园区开发建设资
金来源逐步向以社会资本投入为主
转变，确保园区开发建设的资金需
求。目前，钦州产业园区先后成立
企业直投基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和城市建设基金，下一步还将设立
园区开发母基金和一批专业投资基
金。这些基金大力促进园区招商，
加快了企业入驻的步伐。比如，企
业直投基金参与了慧宝源医药、鑫
德利光电、凯利数码电子、科艺新
能源、保利协鑫分布式能源等重大
产业项目建设，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支持嘿哈科技、首创新能源、中科
遥感、智趣互联等一批高技术项目
落户园区。

（下转第四版）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磊 周骁骏 陈建辉 温济聪

建“两国双园” 写共赢篇章
——从中马钦州产业园看“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东盟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