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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 28日电
（记者郑明达 周慧敏）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3月28日上午在海南博
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
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应对挑
战 实现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
来自五大洲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多位政界、工商界代表和智库
学者参加。

李克强表示，博鳌亚洲论坛自
成立以来，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已
成为在亚洲乃至世界有影响的高层
次对话平台。去年，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论坛年会发表主旨演讲。
今年年会主题是“共同命运、共同行
动、共同发展”。期待会议凝聚各方
共识，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李克强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
发生复杂深刻变化。面对世界经济
下行压力等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
家能够独善其身。各方应共同抓住
机遇、迎接挑战，寻求互利合作的双
赢、多赢之道；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
边贸易体制，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积
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其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李克强指出，亚洲是维护世界

和平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推动
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面
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亚洲各国要同
舟共济，携手实现共同发展。各方
要协力维护和平发展大环境，深化
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好亚洲和平发
展局面。协力提升区域一体化水
平，尽早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谈判达成共赢方案，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
对接。协力构建创新发展新格局，
打造开放、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
商环境。

李克强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
的基本国策。外商投资法是中国
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举措。我们将抓紧制
定相关配套法规，确保年底前完
成，明年 1 月 1 日与外商投资法同
时实施。我们将进一步放宽外资
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
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我们将
持续扩大金融业、现代服务业等领
域对外开放。我们平等对待内外
资企业，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切实维护外商合法权益。我们将
保持港澳台投资政策连续性稳定
性，一如既往支持港澳台资企业发
展。我们还将加快提升贸易便利
化水平，今年要明显降低通关成
本，提高通关效率。

李克强简要介绍了中国经济形
势，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稳定
运行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市场预期
得到明显改善，同时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增多，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
我们将保持战略定力，不会实施“大
水漫灌”式强刺激政策，不会走铺摊
子、粗放增长的老路，将强化政策落
实，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创新，兑
现大规模减税降费等措施，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顶
住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总体处
于合理区间，使中国经济长期向好
稳定发展。

开幕式上，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长潘基文致欢迎辞。老挝总理通
伦、韩国总理李洛渊、卢森堡首相贝
泰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热苏
斯以及工商界代表先后致辞。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
出席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建设的意见》全文如下。

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党和国家治理体
系中处于特殊重要位置，是推动党中央治
国理政、管党治党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领
导机关。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关系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系党中央
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关系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的实现。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中央和国家机关必须走在
前、作表率。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
党的组织路线，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主要原则

（一）总体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做到“两个维
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深化理
论武装，着力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推进正
风肃纪，着力解决和防止“灯下黑”问题，
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
切实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在始终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
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为推动中央
和国家机关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二）主要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
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机
关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
坚持以上率下、以机关带系统，充分发挥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示范引领作用；坚持
问题导向，加强分类指导，注重精准施策；
坚持求真务实、改革创新，把握特点规律，
切实增强机关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实
效性。

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三）带头做到“两个维护”。中央和国
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
政治，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
看齐，把准政治方向，认真对标对表，及时
校正偏差，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部门党组（党委，包括不设党组、党委
的部门领导班子，下同）要结合实际，把党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部署要求细

化为具体措施，贯彻到机关党建全过程和
事业发展各方面。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本部门本领域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到不折不扣、令行
禁止。严格执行重大事项向党中央请示报
告制度。开展“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
满意的模范机关”创建工作。

（四）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把学习和遵守党章作为基础性经常
性工作来抓，做到深学细照笃行。中央和
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在严守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作表率，强化自我
约束，特别要自觉规范工作时间之外的政
治言行，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的言论，不准妄议中央，不准制造、
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
论，不准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不准搞两
面派、做两面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教育
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做政治上的明
白人、老实人。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的言行要坚决批评制止，问题严重
的要严肃处理。对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特
别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经常学习、
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
则，切实提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质
量，党员、干部应当在会上把群众反映、巡
视反馈、组织约谈函询、个人需报告的重大
事项和有关问题说清楚。贯彻民主集中
制，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带头发扬民主、善
于集中、敢于负责。制定中央和国家机关
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若干规定。高级
干部要带头过好双重组织生活，并督促身
边工作人员参加所在党组织的政治学习和
组织生活。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
度。完善重温入党誓词、入党志愿书以及
党员过“政治生日”等政治仪式。

（六）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
化。充分利用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光荣历
史和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党性
锻炼，扎实推进对党忠诚教育，深入开展
优良传统作风教育。注重发挥身边榜样
的示范带头作用，探索总结既符合党中央
要求又接地气的价值理念、职业操守等，
打造体现部门特色的党内政治文化品牌，
涵养风清气正的机关政治生态。

（七）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
处理问题，自觉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
想问题、做工作，切实提高辨别政治是
非、保持政治定力、防范政治风险的能
力。积极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能力专
题培训。加强政治历练，注重在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应对重大斗争和突
发事件、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提高政治
能力。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及时发
现、有效防控、果断处置政治风险。

（下转第四版）

据 新 华 社 拉 萨 3 月 28 日
电 （记者张宸 王琦） 庆祝西藏
民主改革 60 周年大会 28 日上午在
拉萨举行。近万名各族各界代表在
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盛大集会，隆重
庆祝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28 日上午，拉萨晴空万里。在
布达拉宫广场参加大会的群众，挥
舞着国旗、哈达、鲜花，将整个广场

装扮成喜庆的海洋。让人一置身其
中，就立刻感受到节日的喜庆。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在
会上表示，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政教
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彻底废除了生
产资料封建领主所有制，彻底砸碎了
封建精神文化的枷锁，彻底冲破了封
建政治压迫的牢笼，是西藏历史上最
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开

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下令

解散了压迫西藏人民数百年的西藏
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军队、法庭和
监狱，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野蛮
刑罚，随后宣布解放百万农奴，开启
了西藏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阔步前行的新征程。

（相关报道见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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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
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庆祝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大会举行

3月28日，庆祝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大会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湘西多山，在伟岸雄奇的十万
大山里盘旋，记者眼里流淌的却是
一条绿色的“河”。

矮桌、板凳、笑脸，“相约十八洞，
牵手奔小康”，十八洞村村民施成富
的院坝还是那么热闹。2013年11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首提“精
准扶贫”重要论述，总书记在院坝与
村民座谈的照片端挂在堂屋正墙，
上书说明：“座谈会上，村干部和村
民说话不绕弯子，纷纷建议：这里风
景好，希望政府帮助改造房子，发展
旅游。习近平说，各级党委都很重视
扶贫，还要更重视。到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要使贫困
地区也好起来，要有很大改变，这样
全面小康才能保障实现。”

十八洞村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
天，1.55 万平方公里的湘西大地上
涌动着一条绿色奔腾的河！

在芙蓉镇一间土家小馆，记者
遇到荷锄戴笠的男当家从山上回
来。“年节一过就忙田。你去看看，油
茶林、花果园，绿油油一片片。”老彭
是地道的湘西人，说话像唱歌。他爱
人经营的饭馆生意也很红火，鲜嫩嫩
的小鱼小鳅是土家养，油滴滴的腊肉
是农家熏，白糯糯的豆腐是高山豆和
酉河水磨，红艳艳的辣椒是阿婆手
工瓦坛泡，让人食欲大开。

凤凰县的大山里有个叭固镇。
2014年，“精准扶贫”的春风吹进了
小镇，也吹到了麻金梅大姐的心坎
上。她和丈夫一合计：用老宅办餐

馆，传承苗族饮食文化。她从农行贷
到了60万元，签约了20多名贫困乡
亲，建起了“石头屋”，餐前迎客、餐中
祝酒、餐后送客“一曲三歌”的特色，
深受游客欢迎。5年里，“石头屋”带
动132名村民脱贫。

花醉清江月，客吟边城春。边
城茶峒风光秀美，城边有江、江中有
岛、岛中有林、林中有石、石中有文、
文中有景。走上“拉拉渡”，艄公开
言：河两岸开锰矿，清江水却遭了
殃，“拿笔一蘸就能写出墨字来”。
后来，经过生态治理，“水清了，山绿
了，游客越来越多了，百姓的心儿也
爽了”。

（下转第二版）
（相关调研报道详见第八版）

花醉清江月 客吟边城春
——来自湖南省湘西州脱贫攻坚一线的报道

□ 本报记者 刘 麟

这是创造人间奇迹的60年，西
藏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黑暗走向光
明、从贫穷走向富裕，人民真正掌握
了自身命运，雪域高原升起了不落
的太阳。在中央关怀、全国人民支
援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以空前的
热情和十足的干劲奋勇建设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这是奠定未来发展的60年，现
代化之火在雪域燎原，在与全国一道
全面建成小康的号角声中，一个经济
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民族团

结、宗教和睦、边疆巩固、党建加强、
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将继续
以变革的力量、决心和意志开创更加
美好的未来，创造更大的辉煌。

“民主改革是西藏发展史上最广
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西
藏的发展繁荣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在
世界屋脊上筑起了一个野蛮与文明、
黑暗与光明、落后与进步的分水岭，
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西藏自治
区党委书记吴英杰接受媒体记者采
访时说。

回望历史，短短几十年，跨越上
千年。

憧憬未来，“潮平两岸阔，风正
一帆悬”。

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处，处
在地球最高的高原上的现代化新西
藏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地区经
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生态保护
和民生改善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
越宽，在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道路上越跑越快。

（下转第三版）

迈向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西藏民主改革 60 年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代 玲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凝聚各方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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