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财富 全球论坛
月 日在广州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全文如下
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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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州 财富 全球论坛圆
满成功

寒冬时节的中国大地 一束思想的光
芒正遍洒大江南北
在田间地头 在工厂车间 在校园课
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灵
堂 在社区广场
活多样的形式被带到寻常百姓家 喜闻乐
见 入脑入心 各界干部群众充满了奋进
新时代的干劲和信心
党的十九大以来 各地参照中央宣讲
团做法 选调精干力量组建宣讲工作队
分层次 有重点 重创新 见成效 让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抛去照本宣科 没有大话套话 十九
大精神基层宣讲员聚村头 进地头 坐炕
头 变 固定讲台 为 流动课堂 宣讲内
容从 高大上 变得 接地气
听完宣讲的群众纷纷感叹 原来十
九大报告离咱老百姓的生活这么近
十九大代表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凫
城镇千佛崖村党支部书记李晨 刚从北京
开完会回来的第二天 就自觉自发当起了
老百姓的讲解员
在枣庄学院 李晨结合自己的成长和
工作经历 用 初心 使命 美丽 强国 青
年 五个关键词来解读十九大报告

要精准把握精神实质 精髓要义 各地充
分发挥知名专家学者的力量 为高校青年
师生 社科单位研究人员 党外人士等开
展巡回演讲 从学理上把党的创新理论讲
得深入浅出 有血有肉
在陕西 菜单式 专题宣讲获得满满
好评 全省社科领域遴选出
名政治素
质强 理论水平高 具有一定宣讲经验的
专家学者 根据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
论观点和战略思想 经过反复打磨最后确
定了
个宣讲专题 这张 宣讲菜单 公
布在省委宣传网上 供全省各单位有针对
性的 点菜 听课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 基层思想宣讲的
实践早已不再局限于报告会 一次性 宣讲
变为 裂变式 宣传 被动式 听讲变为 互
动性 交流 时间更加机动 形式更加灵活
在安徽 省委讲师团组织开展非常接
地气的 送理论进基层 宣讲活动 全省各
多位高端宣讲专家和基
地优选出的
层宣讲员 采取理论宣讲和黄梅戏 民歌
等艺术形式宣讲相结合的方法 及时准确
把十九大精神送往基层一线 切实打通理
论宣讲工作 最后一公里

振兴是当地百姓最关心的事情 在哈尔滨
汽轮机厂内 热火朝天的不只是生产线
更是十九大精神宣讲现场
十九大代表 哈电集团党委书记斯泽
夫结合十九大报告 对大家说 要改变粗
放式经济模式 向管理和质量要效益 推
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 实现富民强
省的 中国梦
在革命老区 延安大学学生宣讲团利
用周末 走进枣园革命旧址 杨家岭社区
学习书院 南泥湾政府 向广大游客 向周
边群众宣讲十九大精神 上到国家政策方
针 下到脱贫攻坚等群众关心的问题 与
他们充分沟通交流
在北京 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 加快推
进体育强国建设 冬奥宣讲团所到之处受
到热烈欢迎 一场走进北京大学的宣讲活
动中 中文系学生李钰欣说 今天来听冬
奥宣讲 出乎意料的好 别开生面的奥运击
缶操暖场之后 不仅了解了冬奥筹备情况
还有运动员结合亲身经历讲报告
中共一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人梦开始
的地方
月初 忠诚与信仰 情景党
课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开讲 以实景表
演和朗诵的形式引领观众追忆中国共产
党在上海开启的伟大征程
浮雕铭刻历史 党旗昭示信仰
月
日晚 在纪念馆 起点 浮雕旁 十九
大精神十九人讲 音频党课第一讲开启
跨越历史 重新回到党的诞生地 一
堂不同寻常的党课 从这里通过电波传到
祖国各地的百姓家中 一幕幕情景剧再现
党史的波澜壮阔 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接受
一场身临其境的 精神洗礼
冬日里团团围坐 热情洋溢地讲解
气氛热烈地讨论 不时有人低头记录 凝
神聆听中伴随欢笑 频频点头时眼神中充
这是当下神州大地十
满喜悦和期待
九大精神宣讲现场的简笔勾勒 这是思想
的光芒洒向每一个角落 孕育着的生机和
力量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用大白话讲就是要把乡村整漂亮 整巴适
让大家的钱包都鼓起来 背对着千亩桃李
园 重庆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农
村 宣讲分队队长 市农委主任路伟与渝北
多名村民坐在院坝里
区古路镇乌牛村
摆起 龙门阵 原计划一个半小时的宣讲
延长到两个半小时还未结束 村民们你一
言我一语 围着农委主任不断提问
在重庆 高规格 高标准组建宣讲小分
队 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任队长 相应工作
的部门一把手当分队长 抽调社科专家 各
人 分赴基层开展宣讲
类先进典型等
活动 截至
月 日 市和区县两级 六
万场 直接受众
万人
进 宣讲达
基层宣讲团 就是要做老百姓的特殊
翻译官
破解理论宣讲 深入难 接受
难 持续难 的问题 只有把学和做结合起
来 讲解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实事 才能
让百姓坐得住 乐意听 记得牢
在山东 潍坊昌邑市卜庄镇扶安镇村
第一书记李国辉是百姓宣讲团的一员 他
的包里 除了印有十九大报告全文的小册子
和最新版党章 还有一本民情日记和一本记
得密密麻麻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笔记
面对村两委干部 他讲 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 和 乡村振兴 面对全体党员 他
讲 全面从严治党 面对困难群众 他讲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地球卫士奖
激励与行动奖 的
得主是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亲善大使迪亚 米尔扎 日晚
在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环境署总部
宣布
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和欢快的音乐
老 中 青三位塞罕坝人从联合国环境署
执行主任埃里克 索尔海姆手中接过象征
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的奖杯
虽然早已白发苍苍
岁的陈彦娴
此时此
走向演讲台的步伐却十分轻盈
刻 我代表三代塞罕坝人来领奖 激动的
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北部 内蒙
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 历史上 塞罕坝曾是
森林茂密 禽兽繁集 后来由于过度采伐
土地日渐贫瘠 到上世纪
年代 千里林
海已变成人迹罕至 风沙肆虐的沙源地
年前
个平均年龄不到
岁
的年轻人毅然来到这个黄沙漫天 草木难

歌声 乐声 笑声 掌声 这 四声 让
别出心裁的基层宣讲格外动听
正义公平均天下 青山清气暖人心
安居乐业蓝图绘 法治千钧重践行
月 日下午 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街道西一
社区的 百姓书场 评话艺人吴耀祥正在
以评话的形式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评话源自南宋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年成立的 百姓书场 近几个
遗产
月专门开设了 十九大精神主题宣讲 系
岁的居民张介土常来坐坐 每
列活动
次听得聚精会神 这样的宣传形式 老百
姓听得懂 喜欢听
在福州 宁德蕉城区飞鸾镇南山村文
多名畲族群众围坐
化亭里好不热闹
在一起 聆听理论宣讲轻骑兵蓝文斌用畲
语讲解十九大精神 畲村脱贫攻坚 靠的
正是党的坚强领导 十九大给咱们的发展
指明了新方向 带来了新机遇 咱们要在
致富路上快马加鞭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 福建省宁德市第
一时间组建 理论宣讲轻骑兵 设立 田
秀才 土专家 夕阳红 文艺星 等理论
宣讲小分队 所到之处受到广大干群热烈
欢迎
十九大报告内容丰富 十九大精神内
涵深厚 宣讲员不仅自己要读懂读透 还

生的地方 半个多世纪里 前仆后继的三
代塞罕坝人只做了一件事
种树
陈彦娴依然记得自己刚到塞罕坝的
情景 上山造林没水喝 满嘴起泡 嘴唇
干裂 张不开嘴 我们只能把干粮掰成小
块儿往嘴里塞 一天下来 泥水糊得满身
满脸都是 不说话分不清谁是谁
回忆和讲述在塞罕坝造林的艰苦历
程 陈彦娴却始终面带笑容 虽然经历了
很多磨难 但我不后悔 如果再给我一次
选择的机会 我还是会选择塞罕坝
如今 第一代塞罕坝人都已至暮年
有些已经离世 但他们艰苦创业 无私奉
献的精神却跨越时空 薪火相传
作为第二代塞罕坝人的代表 塞罕坝
机械林场场长刘海莹参加了当晚的颁奖
典礼 在他看来 塞罕坝的成功 除了依靠
持之以恒的信念 也少不了科学求实的管
理理念
建场以来 塞罕坝一边抓造林 一边

过去五年 中国取得的巨大成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开大学副校
就
长严纯华正用英文向现场来自近
个国
多位外籍专家和留学生
家和地区的
作题为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共 同
创造人类美好未来 的报告
党的十九大召开 世界瞩目中国 十
九大精神的宣讲 不仅面向基层 面向广
大干部群众 这其中还包括在中国工作
学习 生活的外籍人士
祖国东部开放前沿 天津滨海新区
十九大代表 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正在用
一场全英文宣讲 向落户新区投资兴业的
外资企业代表和教书育人的外籍教师讲
解新时代的 中国故事
此刻的东北天寒地冻 老工业基地的

年全面转入森林
抓营林 特别是自
经营阶段以来 树立起 造林固本 经营培
元 的理念 摸索出一套科学抚育管护的
模式 实现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链条
塞罕坝各项事业的发展 始终凝聚
着科技的力量 刘海莹说 塞罕坝的开发
建设 就是一部中国高寒沙地科技攻关
可持续发展的进步史
如果用 拓荒 来形容第一代务林人
用 传承 来形容第二代务林人 那么 第
三代务林人可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
后 于士涛告诉记者 攻坚
于士涛解释说 经过
年的奋斗 整
个塞罕坝能够造林的地方几乎已被开发
殆尽 尽管如此 第三代塞罕坝人正在向
更干旱区域 更高海拔地区发起挑战 通
过科学研究 借助外脑等 突破了多品种
种植 病虫害防治等难题 并承担了包括
鸟类问题研究等多个科研课题 在新的时
代继续艰苦创业

年

月

日

守业更比创业难 摆在于士涛这些年
轻人面前的挑战是 如何接好林场经营的
接力棒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老一
辈的成果在我们手上可不能毁了
于士
涛说
现在的塞罕坝 森林覆盖率从
提
每年可涵养水源 净化水质
高到
亿立方米 固碳
万吨 释放氧气
万吨 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
亿元
年时间 塞罕坝的发展历程生动诠释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
在领奖当晚 陈彦娴特地选了一件鲜
绿色的外套 正如她在致辞中所言 我们
相信 种下绿色 就能收获美丽 种下希
望 就能收获未来 我们为自己能够亲手
创造一个绿色奇迹而感到无比自豪
这是属于塞罕坝三代人的荣誉 被
问及获奖心情时 陈彦娴回答道

记者张辛欣 工信部信息
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巡视员李颖
日表示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
信息经济正成为经济增长新动
能 预计到
年信息消费规
模将达 万亿元 拉动相关领域
万亿元 并将从生活
产出达
消费加速向产业消费渗透
李颖是在 日于京召开的
互联网
企业采购高峰
论坛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

驱动下 我国电子商务与传统经
济融合提升 一个显著特征就是
电子商务加速从生活消费领域
向产业消费领域拓展 提升企业
信息化程度
会上发布的 中国企业电商
化采购发展报告
显示
年我国企业对消费型通用
产品的电商化采购规模已达千
亿元 比例已达整体采购规模的
主要聚焦在日常办公 差旅
会务等应用场景 在开展电商化
采购企业中 制造业占比最大

月 日 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孵化的智能计算领域创业 公
司中科睿芯与高通公司联合发布的全球首款基于
架构的高
通量人工智能一体机首次亮相北京 这是一款软硬件一体 开机即
用的人工智能一体机 可省去用户搭建服务器环境 搭建人工智能
平台等诸多复杂步骤 将 人 工 智 能 应 用 在 高 效 的 高 通 量 计 算 模
式上 让用户能够快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图为工作人员在现场演
示高通量人工智能一体机的实际应用

记者李延霞 银监会 日
发布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
新增
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
加净稳定资金比例 优质流动性
资产充足率 流动性匹配率三项
指标 进一步加强我国银行业流
动性风险管理
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 我国银行业务经营出
现新特点 现行的流动性办法
试行 只包括流动性比例和流
动性覆盖率两项监管指标 其

中 流动性覆盖率仅适用于资
亿元 含 以上
产规模在
的银行 资产规模在
亿元
以下的中小银行缺乏有效的监
管指标
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新
引入三个量化指标 其中 净稳
定资金比例适用于资产规模在
亿元 含 以上的商业银
行 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适用
于资产规模在
亿元以下的
商业银行 流动性匹配率适用于
全部商业银行

上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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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州 财富 全球论
坛
月 日至 日举行 外国
强企业代
政要 财富 全球
表 中外领军企业代表 知名专
位中外嘉宾出
家学者等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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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