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05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李晓东 美编：牛长婧 组版：颜莉壹读

习近平会见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峰会代表

国国际际社社会会不不应应搞搞零零和和博博弈弈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在钓鱼
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全球
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
峰会的知名跨国企业负责人，
并同他们座谈交流。

与会企业家代表围绕“开
放·合作·共赢”的峰会主题，先
后就“一带一路”、创新智造、绿
色发展、全球治理等议题发表
看法。习近平认真听取他们的
发言，并一一回应他们的意见
和建议。

习近平指出，中国向世界
打开大门、实行改革开放已有
40年历史。在座各家公司都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
见证者、贡献者、受益者，同中

国结下了不解之缘。40年里，中
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
济持续高速增长，7亿多人实现
联合国标准的脱贫。眺望新征
程，我们对改革开放更加有信
心，更加相信对外开放是中国
发展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强调，2017年以来，
全球经济出现了稳定向好态
势，但世界经济增长依旧乏力，
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
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世界和
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
严峻。殷鉴不远。新形势下，
开放应该永不停歇、追求质
量，合作应该团结互助、共迎
挑战，共赢应该面向未来、携
手并进。国际社会是一个地

球村，不应搞零和博弈。世界
命运应由各国共同掌握，国
际规则应由各国共同书写，
全 球 事 务 应 由 各 国 共 同 治
理，发展成果应由各国共同分
享。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
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5年来，充分挖掘各方
潜力，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一
带一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
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
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我们鼓
励跨国公司同中国企业开展合
作，达到互利共赢，取得更为务
实成果。

关于创新智造，习近平强
调，随着创新发展理念日益深

入人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
断推进，中国科技创新的脚步
更加稳健。我们始终把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
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绿色发展，习近平强
调，我们将用最严格的制度、最
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通过
各种措施，从理念到行动，保护
地球家园，使天更蓝，水更清，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持续的
生存环境。

关于全球治理，习近平强
调，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不
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我们将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
建设，为改革和优化全球治理
注入中国力量。

习近平强调，外资在中国
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进程中发
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过去
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
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
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中
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
会越开越大。

与会企业家代表高度评价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
就，赞赏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
增长作出的重要贡献。

刘鹤、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

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
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21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
长赋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相关情况。

韩长赋说，“中国农民丰收
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
民设立的节日。设立这一节日
将进一步强化“三农”工作在党
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地
位，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
凝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农
业农村加快发展。

韩长赋表示，设立“中国农
民丰收节”有利于提升亿万农
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
通过举办一系列具有地方特
色、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和民
俗活动，可以丰富广大农民的
物质文化生活、展示新时代新
农民的精神风貌。

他说，我国地域辽阔、物产
丰富，各地收获的时节有所不
同，但多数地方都在秋季，秋收
作物是大头。兼顾南北方把秋分
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便于城
乡群众、农民群众参与，也利于
展示农业的丰收成果。

如果粮食欠收，是否还办
“中国农民丰收节”？针对这一问
题，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主任、新闻
发言人潘显政回答说，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
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目前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2000亿斤
以上，这是农业的基本面。

“如果某些地方欠收，更要激
发、振奋农民的精神夺丰收，在其
他方面以丰补欠。通过设立‘中国
农民丰收节’，既可以提振信心，
又可以为农民增收搭建平台。”

政治局常委会审议
顺应亿万农民期待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6
月21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指
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给
农民一个专属的节日，通过举
办一系列的具有地方特色、民
族特色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
活动，可以丰富广大农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展示新时代新农
民的精神风貌，这顺应了亿万
农民的期待，满足了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节日、纪念日、活动
日设立程序的通知》中提到，设
立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全国性
节日、纪念日、活动日，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决定。
其中，涉及全体公民或者部分
公民放假的，设立之前要报经党
中央批准，并由国务院规定具体
放假时间（天数）。确有必要设立
地方性或者行业性节日、纪念
日、活动日的，分别由有关省级
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提
出意见，报国务院批准。

此次韩长赋部长在发布会
上提到，“中国农民丰收节”的
设立，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
通过，由国务院批复同意的。这
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
民设立的节日。设立一个节日，
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审
议，这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
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是一件
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一件
蕴涵人民情怀的好事。

此前已经有多人
提议为农民设节

记者注意到，此前已经有
不少人通过人大议案等方式，
做出过为农民设立专门节日的
提议。

早在2007年全国人代会
上，就出现了一份由36名全国
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要求设立

“中国农民节”的代表建议。当
时，这份建议认为：“三农”问题
是中国社会的“重中之重”，农
民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却
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设

“中国农民节”有助于形成尊农
重农的良好社会氛围，是顺时
势、得民心的举措。

2014年，内地作家张一一
呼吁设立“农民节”，并请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代言，引发许
多网友热烈讨论。作为首届“农
村文化月”的发起人，张一一认
为，设秋收之际的11月1日为

“农民节”，让8亿农民也拥有自
己的行业性节日，有利于社会
各界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农
民地位的提高。

2016年3月，全国人大代
表、河北省永年县广府镇东街
村党支部书记宋福如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也曾建议称，应该在

每年十月份左右设立农民节，
庆祝农民丰收。当时，宋福如
说，他在2012年、2014年分别提
交过建议设立农民节的提案，
此次提案的提交，已经是就农
民节问题所提交的第三份提
案。

2014年，农业部就设立农
民节问题（十二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第5974号建议）做了相
应答复。回复称，该建议对于营
造尊重农民、关爱农民的良好
氛围，推动全社会关心关注“三
农”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此前我国已经设立了
四个行业性节日

在此之前，2017年11月份，
国务院曾批复称，同意自2018
年起，将每年8月19日设立为

“中国医师节”，明确具体工作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商有关部门
组织实施。

当时媒体分析称，设立医
师节的意义绝不止于医师行业
内部的庆祝，还在于进一步推
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
氛围，促进医患沟通，让社会更
好地理解医师这一职业。

当时，医师节是继护士节、
教师节、记者节之后，国家设立
的第四个行业性节日。它的设
立也意味着医疗行业同时拥有
两个行业性节日。

本报记者 王建伟
据央视、新华社、新京报、

中国经济网等整理

““中中国国农农民民丰丰收收节节””定定在在农农历历秋秋分分日日
是首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为为啥啥要要专专门门为为农农民民设设置置节节日日？？

农业农村部
部长韩长赋6月21
日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表示，经党中
央、国务院批复同
意，自 2 0 1 8年起，
将每年农历秋分
设立为“中国农民
丰收节”。这是我
国首个在国家层
面专门为农民设
立的节日。为啥国
家要专门为农民
设立一个节日呢？

84万巾帼志愿者

活跃齐鲁大地

本报济南6月21日讯（记者 马云云） 21日，山东省巾帼志愿者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全省巾帼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在济南举
行。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全省共发展巾帼志愿者84万余名，累计185.3万人次参加了志愿服务，涌现出八个全国知名品牌团队和项目。

据悉，自2012年8月山东省巾帼志愿者协会成立以来，协会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大局和妇女群众需求，着力构建覆盖城乡
的五级服务网络，全省共发展巾帼志愿者队伍3 . 8万支、巾帼志愿者84万余名，累计185 . 3万人次参加了志愿服务。各地围绕医
疗义诊、法律咨询、家庭教育、扶贫济困等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巾帼志愿服务活动，涌现出邹平县爱心妈妈、济南市市槐荫区“智慧
管家”、青岛市“莲缘岛城”大龄单身青年婚恋志愿服务项目等8个全国知名的品牌团队和项目。

自协会成立以来，共培训巾帼志愿者骨干51 . 4万人次。建立巾帼志愿者褒奖制度，全省共表彰优秀巾帼志愿者个人3801人，优
秀志愿服务组织993个。

下一步，各级妇联和巾帼志愿服务组织将打造更多巾帼志愿服务工作品牌，把全省巾帼志愿服务事业提高到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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