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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优化吸引项目落地

市经信委科学谋划产业链建
设，制订出台《咸宁市工业和信息化
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中国制造
2025咸宁行动方案》，坚持高端引
领、创新驱动、融合发展、绿色低碳、
对外开放的发展原则，重点围绕先
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
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产业链
招商，着力将咸宁打造成“中三角”
地区绿色工业发展腹地和全省特色
产业增长极。

目前，中合华浦新能源汽车、合
加环卫车改扩建、航星光电子集成
高新科技园、三赢兴智能电子产品
生产等重点项目相继签约落地，项
目协议投资额均超过10亿元。

如何提高项目的履约率、开工
率、投产率和贡献率？市经信委推
出了一系列举措。

一企一策化企业之难。确定全
市重点项目清单，建立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项目导向计划库，收录177
个重点技改项目，实时监控，帮助企
业化解困难；建立重点项目领导责
任制，实施“五联”工作机制，强化服
务包保，协调相关部门对重大项目
在土地供应、金融支持、基金扶持、
财政资金、退税等方面重点倾斜，缩
减项目建设所需时间。

减压降负解企业之忧。从减
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等9个方面提出了26条降低企
业成本的具体措施，使企业最大限
度享受政策红利。上半年，累计为
企业减免各类税费1.397亿元，降

低了企业生产成本1.5亿元，预计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2000万
元。

要素保障破企业之困。电力和
资金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市经信委
积极组织企业申报电力直供，9企业
与电厂成功达成交易协议，交易电
量13.37亿千瓦时，预计可为企业节
约电费成本2674万元。同时加强
融资担保机构业务动态监管，推动
以咸宁市担保集团为龙头的融资性
担保行业做大做强，强化行业服务
企业融资需求的能力。

上半年，全市12家融资性担保
机构在保余额50.8亿元，为5276户
企业和个人开展了融资担保服务，
其中企业1224户。

咸宁，工业崛起的号角已经吹
响。

【解说词】
2017年伊始，中国外交的开篇之作从瑞士

拉开帷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而至，受到瑞士方面

史无前例的高规格礼遇。
瑞士人民对远道而来的中国贵客所展现

的热情，为寒冬带来了融融暖意。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是习近平瑞士之行的

重要一站。
【解说词】
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邀请,习近平访

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在万国宫发表主旨演
讲时，习近平用一段充满瑞士特色的比喻，向
世界诠释携手探索人类共同命题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

【解说词】
中国紧扣时代命题，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和

实践。
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力量对比和日益突

出的全球性问题，习近平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和
实践，提出了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新发展
观、全球化观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推动建
立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普遍赞誉，将中国国
际地位、国际话语权、国际影响力提升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

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前行，如何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凝聚
更多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
享的中国方案，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解说词】
这是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习近平引领

中国外交开拓进取，为人类共同未来描绘蓝
图。

时代赋予了中国外交新的历史使命，中国
正在用实际行动推动着这些目标的实现。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是身为大国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担当。

【解说词】
2017年4月8日，正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玉林舰接
到一艘外籍货船遭海盗劫持的紧急通报，一场
特殊的海上营救随即启动。

分秒必争的武力营救，前后共计7个多小
时，19名叙利亚籍船员终于安全获救。

为世界和平护航，这是一份永不缺席的使
命与担当。这份中国担当，同样在参与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中国“蓝盔将士”的故事中得到彰
显。

2015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
国维和峰会的习近平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动人
故事。

【解说词】
铸剑为犁，缔造和平。2015年9月28日，

在寄托着人类永不再战理想的巨大联合国徽
章的映衬下，习近平登上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
的讲坛，郑重承诺。

言必信，行必果。就在习近平向世界发出
郑重承诺仅一年之后，中国组建起联合国第一
支常备维和警队。

2015 年 4 月，瑞士洛桑的博尔河皇宫酒

店，伊朗核问题谈判在这里步入最关键却也是
最艰难的时刻。

这场旷日持久的国际争端能否获得圆满
解决，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中东地区热点频
发，矛盾交织，伊朗核问题更如同一根火药桶
上的引线。为此，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
国和德国共同商讨解决伊朗核问题，形成六国
磋商机制。

谈判桌外，元首外交在危局中发挥关键作
用。2014年7月，正在巴西福塔莱萨参加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的习近平，接到时任美
国总统奥巴马打来的电话。

在伊核全面协议经历 31 轮谈判、两次延
期之后，2015年7月14日，伊朗核问题六国及
欧盟与伊朗终于在维也纳达成历史性全面协
议。这场持续十余年之久的国际争端获得圆
满解决，为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通过外交谈判
途径和平解决树立了典范。

【解说词】
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

挑战，需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共聚合力。诞
生于黄浦江畔的上海合作组织自2001年宣布
成立后，中国一路呵护、引领发展。秉持互信、
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
展的“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探索出新
的集体安全合作模式，为亚欧地区的安全作出
了巨大贡献。

面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课题，没
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单独应对。
2014年3月，全球53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
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为全球核安全聚首荷兰
海牙。

核能被喻为普罗米修斯带到人间的火
种。然而，不能忽视的是，核能兼具着天使与
魔鬼两种迥然不同的面貌。重大核事故的发
生为各国敲响了警钟，而核恐怖袭击是最令世
界担忧的恐怖主义形式之一。

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第一次全面
系统阐述了中国核安全观，体现了一个核大国
的负责任态度。

2016年4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
四届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结合新的时代背
景，再次宣布一系列中国主张和举措。

作为此次峰会的重要成果，《2016年核安
全峰会公报》写入了习近平提出的理性、协调、
并进的中国核安全观，这是中国核安全理念第
一次上升为国际共识。

用切实的努力赢得世界认同，中国在行
动。2014年，持续蔓延的埃博拉疫情，如巨大
的阴霾笼罩西非，死亡的气息四处弥漫。

【解说词】
当有的人离开时，中国医疗队正向最危险

的地方飞奔而去。
在这场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对外医

疗援助中，中国共提供总价值1.2亿美元的物
资和资金援助，派遣 1200 多名医护人员和公
共卫生专家赴疫区工作。

在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埃博拉的挑战中，中
国用自己的行动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信念
传向世界。

一切为了和平，这是中国的心声，也是世
界的心声。2015年9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与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的历史节
点，在联合国这座人类大家庭的共同殿堂里，
中国向世界传达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
赢的愿望与信念。

【解说词】
习近平首次登上联合国讲坛，世界为之瞩

目。此时正值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到期、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启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勾勒出未来15年人类共同发展的愿景，中国
以主动担当和切实行动诠释“发展”这一人类
社会的主题。

习近平在演讲结束后，二三十位各国元首
和与会代表在走廊外等待与他握手。立己达
人、兼善天下，习近平的演讲在联合国讲坛上
引发强烈共鸣。

【解说词】
2017年1月，群山环绕的瑞士小镇达沃斯

已被皑皑白雪覆盖，79岁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施瓦布冒着严寒来到车站。他即将迎接的，是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最引人瞩目的贵
宾——习近平。

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被誉
为“世界经济的风向标”。在人们普遍对世界
经济发展前景感到迷茫，反经济全球化思潮、
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的背景下，小镇达沃斯牵动
着世界的目光。

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在疑虑
与喧嚣声中，全球目光聚焦于中国。

习近平亮出中国主张，推动经济全球化向
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为世界
经济发展指明正确方向，影响力旋即传向整个
世界。

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这样评述2017
年初达沃斯小镇迎来的中国时刻：“如果现在
大家要想想，自己应该走哪条路，未来在哪里，
那么就请看一看中国。”

【解说词】
随着中国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积极有为

的姿态投身于世界事务，“全球治理”如今已成
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高频用词。

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
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70%，迫切希望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更完善、更符合世界生产力发展
要求、更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解说词】
随着中国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积极有为

的姿态投身于世界事务，“全球治理”如今已成
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高频用词。

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
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70%，迫切希望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更完善、更符合世界生产力发展
要求、更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解说词】
作为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过去10年，被称为金砖五国的中国、俄
罗斯、印度、南非和巴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已经超过50%，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

历经 10 年风雨，中国始终引领着金砖合
作的发展方向，打造改革、参与、完善全球治理
的体制和机制。

世界舞台上，聚光灯已经点亮。2014年，
中国时隔13年再次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中国人在家门口见证亚太梦想
的绽放。

雁栖湖畔，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共提出100
多项合作倡议，其中一半以上由东道主中国提
出。

以北京 APEC 为新航程的起点，亚太区
域经济开放型发展之路不断延伸。2016 年
11 月，在利马 APEC 会议上，习近平用一个
生动的比喻再次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入
信心。

【解说词】
讲述者，中国。聆听者，世界。中国正激

发起全球经济新动力。
2016年9月，中国主场外交迎来世界瞩目

的历史时刻，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
在杭州举行。

占全球经济总量80%的二十国集团成员、
8个嘉宾国领导人、7个国际组织负责人，50余
场活动，形成28份具体成果文件。

杭州峰会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
理机制转型，成为G20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
会议议程之外，美轮美奂的杭州之夜，各国领
导人乘船泛舟西湖之上，更描绘出一幅同舟共
济的动人图景。

“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在这里，中国新
发展理念的国际影响得以扩大，中国改革开放
的世界意义得以提升。杭州，成为世界经济航
船崭新航程的起点。

从“千桥之城”杭州驶向“世界桥城”汉堡，
2017年7月，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延续杭州峰
会共识，就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治理

发出积极信号。习近平再次为全球发展把脉
开方，带给人们信心与力量。只有同舟共济、
合作共赢，人类和平发展的航船才能行稳致
远。

世界人民对未来的期许相融共通，为民族
复兴尽责、为人类进步担当，始终是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出发点。

【解说词】
2015 年 11 月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媒体

将这个大会称为“保护地球”的大会。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威胁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巨大挑战。为此，全球150个国家的元首
和政府首脑，以及195个国家及欧盟缔约方代
表史无前例地汇聚到一起，他们将共同为达成
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协
议《巴黎协定》展开努力。

此时的巴黎，还没有从两个星期前刚刚遭
到连环恐怖袭击的阴影中走出。然而，人类为
共同命运展开行动的勇气却不能退却。

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当天，习近平抵达会
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气候变化大
会。

全球舞台上，中国的引领与担当，离不开
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雾霾、水安全、土壤污
染已成为关乎民生的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和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直面挑战、切实行
动。

中国提出的建设性方案影响着巴黎气候
大会的谈判走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分歧逐
渐减少。2015年12月12日中午，《巴黎协定》
的最终文本终于要向全世界宣布。

然而，就在这最后时刻，意外发生了。一
个国家的代表要求修改协定文本。

面对困局，中国代表团义无反顾地承担起
了斡旋工作。

《巴黎协定》达成的这一刻，全球气候治理
开启新的征程。

【解说词】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

心系天下的中国理念，连通起人类的梦想，拨
动着世界的心弦。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再次面向全世界阐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蓝图。

日内瓦，世界多边外交重要舞台。这里留
存的中国记忆，尤为动人。

1954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率领
中国代表团前来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共和
国第一代领导人首次在全球多边外交舞台上
亮相。

60多年之后，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到参与
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一步一个脚
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

把握时代脉搏，面向人类未来。中国，正
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进程，通过倡导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
字、治理赤字的方向和路径。世界舞台上，中
国故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正焕发出巨大的
吸引力、感召力和生命力。

（据新华社）

中流击水
——大型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解说词摘要（第三集）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今年，国庆长假与传
统中秋佳节相逢，串联起的8天假期令国内游客出游
热情高涨。记者8月31日从携程、去哪儿、驴妈妈等
在线旅游企业获悉，暑期刚刚进入尾声，国庆中秋假期
期间的出境游、国内游就已进入预订高峰，出游价格同
比总体平稳，热门线路较淡季涨幅明显。

携程根据平台上2万多家旅行社的国庆产品价格
及国内游、出境游订单数据，发布了2017年国庆黄金
周旅游价格报告。报告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旅游价格
总体平稳，大部分国内外线路的价格相比往年没有明
显的涨幅，但由于旅游需求集中在长假期间爆发，而航
班、酒店、地接等优质旅游资源有容量限制，相比平时
的淡季价格，热门线路的报价涨幅多数达到50％，最
高甚至翻倍。

出境游方面，携程预订数据显示，长假人气最高的
泰国游价格相比去年基本持平，但相比9月预订价格
上涨50％到60％，一周左右的跟团游、自由行行程，平
均费用6230元；人气排名第二的日本游，国庆平均价
格在8900多元；欧美、马尔代夫等长途线路的价格基
本在1.5万元到2.5万元。

国内游方面，驴妈妈旅游网提供的数据显示，海
南、云南、北京、甘肃、四川为最热门的5大国内长线
游目的地。价格方面，相比9月预订价格，长假期间
的国内长线游出游价格的涨幅普遍在30％至80％之
间。

业内人士提醒，9月30日至10月4日出发是出行
价格高峰，从10月5日开始逐渐降价至平时价格，尚
未预订出行行程或“不差时间”的游客可以选择错峰出
行，平均出行成本能减少三分之一至一半。

国庆长假“相逢”中秋

我国迎来旅游预订高峰

新学期
读经典

8月31日，安徽合肥市包河区曙光小
学的学生在诵读经典著作。

当日，安徽合肥市包河区曙光小学龙
图校区开展“新学期 读经典”活动，让孩子
们通过诵读经典著作，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