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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单行本，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
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
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
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钱其琛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9日22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钱其琛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

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
形式对钱其琛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
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钱其琛同志”，横幅下方是钱其琛同志的遗像。钱其琛
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
高丽、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钱其琛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钱
其琛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钱其琛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钱其琛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围绕政
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紧迫需要，以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好办事、不添堵为目标，提出了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促进国务院
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的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实施方案》要求，今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务院部门内部政务信息系统整
合清理工作，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一些涉及
面宽、应用广泛、有关联需求的重要政务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明年6月底
前，实现国务院各部门整合后的政务信息系统统一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各地区结合实际统筹推进本地区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初步实现国
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国办印发《政务信息

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

钱其琛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据新华社杭州5月18日电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产茶国和茶叶消
费市场。2016年，中国茶园面积287万公顷、产量240多万吨，占世界四成，
种植规模世界第一，消费量超过200万吨。18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首届
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开幕式上做上述表示。

多年来，我国形成了长江中下游名优绿茶、东南沿海优质乌龙茶、长江上
中游特色绿茶、西南红茶和特种茶等4大优势区域，是世界上唯一生产绿、红、
青、黑、白、黄6大茶类的国家。据了解，现在全球产茶国和地区已达60多个，茶
叶产量近600万吨，贸易量超过200万吨，饮茶人口超过20亿。

中国成全球最大产茶国
产量占世界四成

据新华社宜昌５月１８日电 三峡水库坝上水位１８日消落至１５５米以内，释
放逾７成防洪库容，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水位仍高出１米多。

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发布的水情信息显示，１８日８时，三峡水库坝上水位
１５４．７５米，进入消落至防洪限制水位的倒数十米范围内。１８日１４时，三峡水库
坝上水位１５４．５９米。这两个数字与去年同期相比均高出１米多。

三峡水库最高蓄水位１７５米，最大防洪库容２２１．５亿立方米。三峡水库在
每年汛末蓄水，在枯水期至次年汛前逐渐释放并腾出库容，以最大限度地发
挥防洪、发电、补水、航运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今年５月初，受长江上游降雨和水库群消落共同影响，三峡水库入库流
量接连上涨，一度达到２万立方米每秒，创下２５年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三峡水库消落至１５５米以内

释放逾７成防洪库容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华北地区近期遭遇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增加
人们的健康风险。环境保护部18日通报，预计18至19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将出现一次污染过程，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部分城市空气质量可能达到
中度污染，短时可至重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据介绍，5月16日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低压系统控制，且气温不
断攀升，污染物扩散条件不利，光照加强、温度升高等气象因素为臭氧生成
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

近地面的臭氧属于有害气体，浓度超过一定限值就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环保部副部长赵英民此前介绍，臭氧污染是地面污染在空气中进行复杂光化
学反应的产物，不是污染源直接排放臭氧，而是排放的氮氧化物、VOCs，
通过反应产生臭氧。目前包括发达国家在内，臭氧污染是仍然还没有完全解
决的大气污染问题。

对臭氧污染问题，我国已经部署了PM2 . 5和臭氧协同控制，出台了
VOCs的治理政策标准，大幅度削减氮氧化物等措施。但臭氧的形成机理十
分复杂，控制难度大。

环保部：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将出现臭氧污染

今年去产能工作进展如何？针对近
期出现的非法扣押外地食盐等现象，国
家将采取哪些措施？1至4月用电量如何？

在18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就这些热点
问题作出回应。

去产能积极成效显现

“今年钢铁煤炭去产能任务已全部
落实到有关企业、设备和矿点，去产能工
作取得良好开局。”孟玮说，截至目前，今
年全国共退出钢铁产能3170万吨，完成
年度任务的63 . 4%；共退出煤炭产能6897
万吨，完成年度任务的46%。

她说，钢铁去产能数据中不包括违
法的“地条钢”产能。对于“地条钢”，各地
区已基本完成摸底排查工作，排查发现
的产能已停产。目前正加强督促检查，确
保6月30日前彻底取缔“地条钢”。

孟玮说，随着钢铁煤炭去产能不断
推进，积极成效正逐步显现，主要体现
在：

一是企业效益明显改善。今年一季
度，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利润由上年
同期亏损87 . 5亿元转为盈利232 . 8亿元。

二是工资社保拖欠减少。截至3月
末，山西省煤矿累计拖欠工资比2016年

底下降58 . 4%；累计欠缴社会保险比2016
年底下降10 . 8%。

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质产能
在产业升级中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

四是市场竞争秩序改善。通过开展
淘汰落后、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和联
合执法三个专项行动，进一步营造优胜
劣汰的市场环境。

按照国务院部署，今年1月，钢铁
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组成12个督查组，赴全国
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开展专项督查，共核查钢铁企业2 2 8
家、煤矿150个。

从督查情况看，2016年全国共淘汰400
立方米及以下高炉39座、落后炼铁产能677
万吨，30吨及以下转炉和电炉71座、落后炼
钢产能1096万吨。关闭退出30万吨以下规
模的小煤矿约1500个、落后煤炭产能1 . 2亿
吨。2016年钢铁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专
项行动发现的落后钢铁产能，已按要求进
行拆除或封存；应依法关闭和限期淘汰类
煤矿，已按要求实施关闭。

年底前盐业主管机构

行政职能与盐业公司分离

近期有的地方出现了食盐跨省经营
遭非法扣留等现象。对此，孟玮说，从
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一方面，有的食盐
经营企业为抢占市场，以加盟、授权经
营等形式广设转代批点，违反食盐批发
环节专营有关规定；另一方面，有的地
方盐务局设置行政壁垒，阻碍外地食盐
进入本地市场。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联合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落实盐业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当
地实际，从规范物流配送方式、有序开展
自建渠道销售、严格企业信息告知范围、
明确食盐质量监测要求、严格执行食盐
加碘标准、加快建设食盐电子追溯体系
和规范网上交易服务平台建设等7个方
面开展落实盐改跨区经营政策专项行
动。专项行动要求6月30日前完成。

“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开展食盐跨区
经营的主要障碍是部分地方盐务局和盐
业公司政企不分，盐业公司为了商业利
益设置行政壁垒。”她说。

通知要求，各地盐业主管机构或食
盐安全监管机构的行政职能与盐业公司
未分离的，6月30日前要编制完成省、
市、县三级盐业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年
底前实现分离。下一步，将对各地落实
盐改跨区经营有关政策情况进行专项督

查，切实保证盐业体制改革方案落实到
位。

二产用电同比增长6 . 9%

孟玮介绍说，今年1至4月，全社会用
电量约1 . 9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 7%，
增速较去年同期回升3 . 8个百分点。其
中，二产用电量同比增长6 . 9%，增速回升
6 . 7个百分点；一产、三产和居民生活用
电量分别增长6 . 7%、8 . 9%和3 . 6%，增速分
别回落2 . 4、1 . 2和5 . 9个百分点。

4月，全社会用电量约4847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6%，增速同比回升4 . 1个
百分点。

从用电结构看，1至4月，二产用电对
全社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为72%，比一季
度回落3个百分点。其中，钢铁、有色行业
用电分别增长7 . 5%和15 . 4%，增速比一季
度分别回落5 . 3和0 . 6个百分点，钢铁行业
用电4月出现负增长。三产用电中，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用电同比增
长14 . 5%，增速同比回升0 . 1个百分点，高
于全社会用电增速7 . 8个百分点。

从发电情况看，受近期重点水电厂
来水偏枯等因素影响，水电发电量出现
负增长，火电发电量增速高位运行。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去产能取得良好开局”
——— 国家发改委回应经济运行热点问题

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12 . 8万
个贫困村，数千万贫困人口……脱贫攻
坚，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在扶贫的路
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
困群众……”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目标，
是党和国家做出的庄严承诺。

从革命老区到民族地区，从黄土高
原到偏远边陲，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在
中华大地持续展开。

幸福的生活要靠双手来创造

当了大半辈子农民的龚成梧从未想
过，56岁了，自己有了人生第一份拿月薪
的工作。这是发生在位于黄土高原的甘
肃省临洮县三益村里的新鲜事。

第一次领到3000多元工资，老龚攥
在手里数了又数：“3000元啊，那是在3亩
旱地里干一年活才能刨出来的收入。”

早在几年前，在家门口挣工资是老
龚想都不敢想的事。临洮县有323个行政
村，其中超过200个面临村级集体经济

“空壳”难题。
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明确提出：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引导和支
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

开创美好明天，立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
脱贫。

“太阳能就是我们当地最大的资
源。”临洮县扶贫办主任孙志成说，在中
央的帮扶和政策支持下，当地开始发展
建设村级分布式光伏电站，包括三益村
在内的全县10个贫困村每村试点建成了
一座60千瓦的村级光伏电站，每年为贫
困村创收4 . 8万元以上。

“除了在家门口打工，我还在村里的
光伏项目入了4000元的股。”龚成梧说，
前五年每年分红3000元，后10年每年分红
600元，生活越来越红火。

和龚成梧一样高兴的，还有家住昆
仑山深处的南疆策勒县恰哈乡乌库村村
民买买提艾力·图曼。

“以前家里只有两间土坯房和一个
破旧的棚圈。”买买提艾力说，2012年，当
地政府帮他建起了80平方米的三间游牧
民定居房，还帮助他们开展养殖。“这几
年，羊就卖了150多只，一只能挣400元。”

授人以渔 脱贫靠智

安徽省石台县七都镇河口村贫困户
吴多平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清楚：想
要让孩子改变命运，必须要多学知识、多
学本事。

2016年4月，在驻村“第一书记”李朝
阳的帮助下，河口村的一批孩子前往合
肥的一个汽车工业学校免费学技术，这
其中就有吴多平的孩子。李朝阳说，校方
给了这些孩子很多关照，还答应未来为

他们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
脱贫靠智。“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
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
学杂费。完善资助方式，实现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地处鲁西南的菏泽市单县莱河镇崔
口村贫困户孙晓方，老两口体弱多病，干
不了重活，仅依靠几亩土地度日。去年女
儿孙荣荣考上了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学
费住宿费全免。

菏泽市扶贫办主任蔡维超说，积财
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农村职业教育是
教育扶贫的关键。在职业教育扶贫上，
菏泽市以资助贫困生在职业学校掌握一
技之长、实现技能脱贫为契机，与教育
脱贫攻坚相结合，抓实招生、培训、就
业等环节，力争实现“一人上学就业、
全家脱贫致富”。

2016年12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
《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其中明
确要求，采取超常规政策举措，精确瞄准
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实现“人
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
县有帮扶”，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

换个地方生活拔掉穷根

一排排整齐而崭新的高楼，双向四
车道的水泥路，超市、诊所等一应俱
全……贵州省望谟县郊纳镇油亭村53岁
的贫困户刘邦学至今都不敢相信，他就

这样告别了困了自己大半辈子的大山。
“以前想去镇上买点盐，都要在烂泥

巴路上走几个小时。”刘邦学说。
如果没有易地扶贫搬迁，身无所长

的刘邦学想要走出大山是难上加难。
2015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明确提出“五个一批”工程，其中要求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对贫困人口很难
实现就地脱贫的要实施易地搬迁，按规
划、分年度、有计划组织实施，确保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

“谁能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带电梯
的房子！”刘邦学告诉记者，如今他家
在城里分了安置房，人均20平方米，政
府还帮他就近安排了就业。“每个月工
资1800元，我还准备在附近找个门面，
开个小餐馆。”

像刘邦学这样的情况在贵州还有千
千万万。2017年，贵州省计划易地扶贫搬
迁18 . 1万户75 . 2万人，涉及50户以下、贫
困发生率50%以上整体搬迁自然村寨
3603个。

根据计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对
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着力解决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
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涉及22个省份的约1400个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成功使数千
万人口摆脱贫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如今，踏平坎坷再出发，勤劳勇敢
的中国人民再一次向贫困发起总攻，用
双手开创全面小康的美好明天！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用双手开创全面小康的美好明天
——— 新华社记者一线直击脱贫攻坚的基层实践

据新华社哈尔滨5月18日电 18
日上午，由中国航空工业哈飞自主研
制的直-19E出口型武装直升机在哈尔
滨成功首飞，这是我国针对国际市场
需求打造的首款出口专用型武装直升
机（左图）。

中国航空工业哈飞表示，直-
19E是具有多机空地信息化协同，连
续、快速攻击多目标能力的外贸型
武装直升机，可在全天候、复杂战
场环境和野战保障条件下执行对地
攻击、对地火力支援和对空作战等
多种任务。

直-19E采用单旋翼、涵道尾桨，
窄机身构型、串列式座舱布局和后三
点不可收放式起落架形式，配备了小
型化、综合化的航电武器系统。其空
机重量较小，最大起飞重量4250千
克，有效任务载荷大，在巡航速度、
爬升率、使用升限和航程等方面具有

明显优势。
“直-19E在设计之初就参考了国

际先进机型的成熟经验，并进行了适
合国际市场需求的改进，在适应性、
维护性和可靠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我们对它走向国际军贸市场很有信
心！”中国航空工业哈飞董事长张继
超说。

张继超表示，直-19E首飞后还将
不断完善和改进，使其成为中国航空
装备出口的主打品牌，不断提升中国
航空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据悉，由于装备了数字式自动飞
行控制系统，直-19E的驾驶精确性和
安全性也较突出，完备的生存力体系
则大幅提高其战场生存能力。与国外
同级别武装直升机相比，它具有体积
小、灵活度高等特点，良好的机动性
和卓越作战性能使其在国际军贸领域
具有广阔市场前景。

我国自主研制，系首款出口专用型

武装直升机直-19E成功首飞

精准扶贫驻村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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