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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事青就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工作进行专
题调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典维主
持调度会议。

会议结合当前工作实际，进一步深入
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决策部署湘发［2018］5号
文件精神。

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国资委、审计、城
投等部门负责人关于建立党政双牵头政府
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履行职责
情况汇报；关于加强债务风险管控的制度
建设及落实情况，制定化解债务风险规划
方案、债务偿还年度计划应急预案及落实
情况汇报；关于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清理整
顿，改革转型的有关情况汇报；关于问题整
改、违规问责情况汇报；关于加强债务管
理、防范债务风险的主要做法、典型案例和
先进经验情况汇报。

会议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强化对政府性债务
风险防控工作的领导，积极稳妥化解政府
性债务风险。建立跟踪调度台账，市政府
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认真履行职
责，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加强
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工作的跟踪调度，建
立统计考核台账。严格执行月调度和报
送制度，严格按照月调度的要求，由市政
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调度汇总
后，统一报送省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
办公室，对不按时上报影响工作调度的，
予以通报。 （朱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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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身处博鳌，扑面而来的是浩瀚太平洋
的风。

与世界同行，汇聚共识和力量。
4 月 8 日至 11 日，来自世界各地的

2000 多名嘉宾在博鳌这个海滨小镇上交
流互鉴，议共促亚洲和世界繁荣大格局，商
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大计。

国际形势的历史关口，高瞻远瞩的战
略担当。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
越大！”“让我们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创
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
迈进，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作重要主旨演讲，引发
全球热烈共鸣。

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中国声音、亚洲声音、世界声音，汇聚

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

凝聚发展信心——回答时代之
问，释放共创繁荣的强烈信号

历史总在关键处绽放耀眼的光芒。
在当今全球阴晴不定的政经形势下，

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
“我认为，回答这些时代之问，我们要

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
规律，认清世界大势。”

4月10日上午9时37分，习近平健步
走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讲
台发表重要主旨演讲。

万众期待的演讲，指明了世界应何去
何从的正确方向，在重要的时刻提供了正
确的答案。

当今世界已是利益共同体——“世界
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
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
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今世界已是责任共同体——“对话
协商、共担责任”“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
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

当今世界已是命运共同体——“开放
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人类面临着新的
重大抉择。”“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
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从容自信的目光，坚定有力的话语。
习近平主旨演讲阐述的每一个重要观

点，释放的每一个重要信号，发出的每一个
重要倡议，都引发现场嘉宾广泛共鸣，约
40分钟的讲话，现场报以15次热烈掌声。

“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主旨
演讲，特别是中国将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的
积极信息，为当今世界增加了确定性和希

望。世界需要像中国这样的领导力量。”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

“中国将继续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不
仅造福中国，还将造福全球。”奥地利总统
范德贝伦说。

万泉河边的论坛新闻中心，上千名中
外记者争分夺秒，将习近平的“博鳌声音”
从博鳌小镇传向亚洲，传遍世界。

全球市场也为之振奋。美国《华尔街
日报》报道称，习近平在博鳌宣布中国将在
金融业和制造业领域放宽市场准入，这说
明中国将致力于捍卫自由贸易体系，这一
信息推动全球股市上涨。

博鳌声音，亚洲方案，世界瞩目。
17年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博鳌亚洲

论坛从小到大，博鳌声音由弱到强，成为举
世瞩目的全球外交平台。

“2001 年论坛成立大会时，我们从海
口拉桌椅板凳去博鳌，货车司机不知道博
鳌在哪儿。17 年，论坛创造了‘博鳌奇
迹’。”回忆起初创时期的情形，海南省外事
侨务办公室主任王胜感慨万千。

博鳌亚洲论坛一路走来，印证着时代
大格局的变迁。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之初的亚洲，经历
金融危机重创不久，经济复苏进程艰难，亚
洲国家唯有加强对话、协调合作才能突破
困境、重塑未来。

也是那一年，中国正式踏入世界贸易
组织的大门。

17年来，博鳌这个由百年渔村发展而
来的小镇已拥有10余家星级酒店，新建道
路、高铁、机场，小镇拥有立体交通体系，全
年接待游客达580万人次；作为中国最大
经济特区的海南，也成为中国最开放、最具
活力的地区之一。

17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由世纪之初的
世界第六跃升至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一
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
储备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
和动力源。

17年来，亚洲经历金融危机后的复苏
乏力，成为世界最具活力和最为开放的地
区之一，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全球增长。

从新世纪到新未来，从应对危机到绿
色复苏，从合作共赢到开放创新，从可持续
发展到命运共同体……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主题和议题始终紧跟时代潮流，凝聚广泛
共识；本次年会主题更是聚焦“开放创新的
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以推动亚洲和世
界共创美好未来。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见过还想见。”
习近平引用一句海南民歌，欢迎八方嘉
宾。他给予论坛高度评价：“博鳌亚洲论坛
成立以来，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在凝聚亚
洲共识、促进各方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建言献
策，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博鳌方案’，作出
了积极贡献。”

从当年论坛成立时只有26个国家500
余人出席，到2018年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
2000 多名嘉宾参会，越来越响亮的“博鳌
声音”与中国和亚洲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

继往开来，接力传承。
本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产生了新一

届理事会。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选
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
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任论坛中方首席代表。

博鳌的声音，全球的期待，中国的担当。
2010 年、2013 年、2015 年，今年已是

习近平第四次出席论坛年会，他在论坛上
发表的一系列极具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真知
灼见和倡议主张，已经成为当今亚洲和世
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并付诸行动。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沧海横流方显真章。
今天的中国，不仅有担当的宽肩膀，更

有成事的真本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积极作为的

务实行动，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吸引越
来越多的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在合作共赢
的阳光大道上行稳致远。

8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
署合作协议，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标志
性项目成功落地，“一带一路”建设展
现出蓬勃生机；中国寻求与各国利益
交汇的最大公约数，一起做大共同利
益的蛋糕……

“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最重要支柱
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可或缺、值得信
赖的重要力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本次论坛上这样赞赏。

贡献治理良策——高擎改革开放
大旗，中国方案为全球发展增添新动力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
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恰逢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特殊的年份，特
殊的关口，赋予本次论坛更加特殊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一个重要
启示就是：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
也需要中国。”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自身发展，创
造了中国奇迹，同时又通过自身发展为世
界进步贡献力量。”

……
习近平 11 日集体会见博鳌亚洲论坛

现任和候任理事时再次突出强调“中国改
革开放40年”的经验启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
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
流中发展。 (下转七版）

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巡礼

本报讯 经省卫计委全
面评审通过，邵阳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原市第一人民医
院）被确定为国家三级甲等
综合性医院。4 月 11 日，该
院举行三甲医院揭牌仪式，
标志着该院医疗服务水平迈
上新台阶。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自2015年启动医院等级评审

工作以来，推行精细化管理，
认真开展创建工作，先后通过
医疗服务与管理、医疗质量与
安全、技术水平与效率等项目
的严格考核，历经预评审、正
式评审和动态复核，于今年2
月 12 日获省卫计委批准公
示，成为我市第二家国家三级
甲等综合性医院。
（记者 刘敏 通讯员 姚罡）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正式挂牌三甲医院

岳麓山与蔡锷将军，有着特
殊的缘分。

“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
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
从容骑马上峰巅。”113年前，不
到23岁的蔡锷登上岳麓山，吟诵
这番豪言壮语。当时的他血气
方刚、风华正茂，戴着日本学成
归来“士官三杰”之一的桂冠，成
为各路封疆大吏军阀名流争相
延揽的主角。12年后，蔡锷竟一
语成谶，以国葬之礼，魂归于此。

蔡锷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
国主义者、军事家和民主革命
家，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 年

12月18日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
阳县亲睦乡蒋家冲。蔡锷一生
充满传奇，15岁时，考入谭嗣同
等人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而创
办的长沙时务学堂，深得梁启超
赏识。

17 岁时东渡日本求学，18
岁 时 立志弃文习武并改名为

“锷”。1903年，考入日本陆军士
官学校第三期，与蒋百里、张孝准
一道被誉为“士官三杰”。1909
年，清政府备受列强欺凌，正在广
西练兵的蔡锷明确提出，要“把中
国从怕打仗、打败仗的国家变成
敢打仗、打胜仗的国家”。

武昌起义爆发后，昆明革命
党人奋起响应，推举蔡锷为临时
总司令，于 10 月 30 日晚发动起
义。蔡锷率巫家坝步、炮两标
（团）赶到，与七十四标（团）合兵
一处，开挖地道，实行爆破，攻下
军械局，给清军以致命打击。之
后，起义军发动夜袭，以巨大代
价攻取了清军占领的五华山，取
得胜利。这次起义发生在农历
重阳的九月初九，被称为重九起
义。之后，“大中华国云南军都
督府”在昆明成立，蔡锷被推举
为首任云南军都督。

(下转二版）

蔡锷：护国儒将卫“共和”

本报讯 4月11日上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到资
江南岸防洪堤建设工程现场
办公。刘事青指出，城市防洪
堤建设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而
紧迫，各级各部门要抓住问题
的关键，抓实工作的重点，合
力攻坚，推动一切工作往前
赶，确保 5 月底前开工建设，
年内完成主体工程。

市区资江南岸防洪堤建
设工程修建路段为西湖桥至
市人防办新渡路口，全长 2.3
公里。修建标准为建设防洪
堤，并预留道路和风光带。
从大祥路北段邵师附小地段
开始，刘事青走下防洪堤工程
建设选址处，进行现场查勘，
并沿江边徒步至城西水厂，一

路查看资江岸边环境治理情
况。路遇西外街附近居民反
映的关于生活污水妥善处置
的问题，刘事青现场交办了处
置任务。

随后刘事青组织有关部
门召开了专题办公会议。会
议明确了该项目市级协调指
挥总负责人、业主单位和建设
资金来源。会议要求市发改
委按本次会议确定的建设规
模尽快更新立项审批；市财政
加快出炉财评报告；大祥区加
快征地拆迁进度，市城投据实
及时保障征拆资金；市规划、
公用事业等部门要同步设计
敷设污水管网；市自来水、电
力、燃气公司尽快完成大祥路
北段的扫尾工程。（朱 杰）

刘事青到资江南岸防洪堤建设工程现场办公

一切工作往前赶
确保年内完成主体工程

蔡锷（新华社资料图片）

习近平集体会见习近平集体会见
博鳌亚洲论坛现任和候任理事博鳌亚洲论坛现任和候任理事

（详见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