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要共同推动贸易自由化

李克强出席第八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经贸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据新华社索非亚 ! 月 ! 日电 !记者

孙奕 刘万利" 当地时间 ! 月 ! 日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索非亚文化宫与中

东欧 "# 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第八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李克强表示#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应运而生#顺应时势#符合各方利益#

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几年来#中国同

中东欧国家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双向投

资稳定增长#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序推

进#实现了互利共赢#增进了民生福祉$

李克强指出#%"$%" 合作&是中欧合

作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 有利于欧

盟实现均衡发展和欧洲一体化进程 $

%"$%" 合作& 始终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和

欧盟法律框架#坚持市场化运作#不搞排

他安排# 是公开透明' 开放合作的大平

台$ 实践证明#%"$%" 合作&既为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

为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打造了新

引擎$

李克强强调#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

形势#中国愿与中东欧国家一道#发挥互

补优势#推动%"$%" 合作&向更广领域 '

更深层次拓展(

)))我们要共同推动贸易自由化$

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没有出路#打贸易

战不会有赢家$ 应当坚决反对各种形式

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坚决捍卫以规

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我们要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大力推进%硬联通&#推进中欧陆海快

线建设# 在沿线路段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合作$还要大力推进%软联通&#进一步压

缩货物通关时间#强化标准合作与服务$

)))我们要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

中方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赴中东欧国家投

资# 在加工制造' 绿色产业' 园区建设'

临海经济' %海外仓&等方面加强合作$欢

迎中东欧国家企业扩大对华投资# 共建

"$%"经贸合作示范区'中小企业合作区$

)))我们要深化地方和人文合作$

要以今年举办%地方合作年&为契机#更

好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创造性$ 继续推

进文化'旅游'体育'青年'媒体'智库等

交流合作$

李克强表示# 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

中向好发展势头#有%三个不会变&(经济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 市场化改革

的取向不会变#扩大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最近我们

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举措# 致力于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这些

将给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带

来巨大的市场机遇$

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表示# 包括

保加利亚在内的巴尔干半岛国家# 既是

中东欧国家#也是欧盟成员#因此有关合

作既有利于中东欧国家发展# 也有利于

欧洲整体发展$ 中东欧国家愿同中方一

道共同努力#推动%"$%" 合作&取得更多

积极成果$

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政府和工商

界代表一千余人出席论坛开幕式$

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四论贯彻落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

议上!专门强调要做好新时代年轻干部

工作!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建设一支忠实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符合新时期好干部标准#

忠诚干净担当#数量充足#充满活力的

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 %这是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 归根到底在培

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 我们

党历来高度重视年轻干部工作! 培养

接班人有比较完备的制度$ 早在延安

时期! 就提出 "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

新干部! 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上世

纪 "# 年代初! 提出了培养造就千百万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针对干部队

伍青黄不接的严峻形势! 提出干部队

伍 "四化% 方针! 推进新老干部交替

合作!开展了 "第三梯队% 建设' 通过

几十年努力! 干部队伍基本形成老中

青年龄梯次结构' 人事有代谢! 往来

成古今' 现在! 改革开放前入党和参

加工作的干部已经或将要退出岗位 !

$# 后# %# 后以至 &' 后的年轻干部成

为干部队伍的主体' 他们受过高等教

育! 思维活跃! 勇于创新! 为干部队

伍注入了生机活力! 同时也相对缺乏

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严格的

党内政治生活锻炼! 有的缺乏基层和

艰苦地方的扎实磨炼! 有的做群众工

作本领不够强! 有的担当作为的底气

还不足' 一些地方和单位对年轻干部

工作重视不够! 还存在重选拔轻培养

和论资排辈# 平衡照顾等现象' 我们

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以更长

远的眼光# 更有效的举措! 及时发现

培养# 源源不断选拔使用适应新时代

要求的优秀年轻干部! 把各方面各领

域优秀领导人才聚集到执政骨干队伍

中来!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提供干部和人才保证'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首先要

明确新时代党和人民事业需要什么样

的接班人' 优秀年轻干部必须对党忠

诚 !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我们挑选

优秀年轻干部! 第一条就看是否对党

忠诚& 我们培养优秀年轻干部! 第一

条就是教育他们对党忠诚! 坚决防止

政治上的两面人' 优秀年轻干部要有

足够的本领来接班' 要看能否自觉向

实践学习# 拜人民为师! 沉下心来干

工作! 心无旁骛钻业务& 看能否信念

如磐# 意志如铁#勇往直前!遇到挫折

撑得住!关键时刻顶得住!扛得了重活!

打得了硬仗!经得住磨难' 优秀年轻干

部要把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

作为人生信条' 决不能把那些急功近

利#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处事圆滑!搞

自我包装#花里胡哨#花拳绣腿的人选

上来! 引导年轻干部强化自我修炼!正

心明道 !防微杜渐 !做到有原则 #有底

线#有规矩'组织上发现培养年轻干部!

既要有一定数量规模!更要注重质的提

升!选干部#配班子不能只看年轻干部

"有没有% "有多少%! 更要看 "好不

好% "优不优%'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年轻干部

培养不能搞大水漫灌! 更不能任其自

然生长! 要深耕细作! 加强田间管理!

及时施肥浇水# 修枝剪叶# 驱虫防病'

要突出政治训练! 重点是学习党的理

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学习党的革命历史和优良

传统' 要强化实践磨炼! 把火热的实

践作为最好的课堂 ! 让干部经风雨 #

见世面# 壮筋骨# 长才干' 对有潜力

的优秀年轻干部! 还要让他们经受吃

劲岗位# 重要岗位的磨炼! 在难事急

事乃至 "热锅上的蚂蚁% 一样的经历

中经受摔打' 要防止材质疏松的 "速

生树%! 防止 "名在人不在% "身在心

不在% "时在时不在%! 混基层经历!

防止干部个人搞自我设计' 对有培养

前途的优秀年轻干部! 要破除论资排

辈# 平衡照顾# 求全责备等观念! 打

破隐性台阶! 不拘一格大胆使用! 同

时防止拔苗助长'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

要坚持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 实行动

态更新! 及时把相形见绌的调整出去!

注意补充新的优秀人选! 始终保持一

池活水' 要在干部工作全局中推进年

轻干部工作! 发挥好各年龄段干部的

积极性 ! 让整个干部队伍都有干劲 #

有奔头# 有希望'

做好年轻干部工作是全党的共同

任务' 各级党委要把关心年轻干部健

康成长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加

强长远规划! 健全工作责任制! 及时

发现# 培养起用优秀年轻干部' 要坚

持党管干部# 组织选人! 着眼长远发

展战略! 统筹选育用管各个环节! 坚

持精准科学实施! 确保工作做深做细

做实'

!载 ! 月 "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
京 ! 月 ! 日电"

全国舞蹈展演!!日在昆明揭幕
本届展演将首次展示舞剧!舞蹈诗

本报北京 ! 月 ! 日专电 !驻京记者

周渊"记者日前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第

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将于 ! 月 "" 日至

&' 日在昆明举办$ 舞剧'舞蹈诗今年将

首次纳入全国舞蹈展演# 还将首次组织

举办巡演活动$

此次全国舞蹈展演由文化和旅游

部 '云南省政府主办 #文化和旅游部艺

术司'云南省文化厅'昆明市政府承办$

目前全国共报送舞蹈节目 $!" 个 #舞

剧'舞蹈诗 (! 部$ 经专家遴选#共有 )*

个节目'+ 部舞剧参加展演# 共演出 &*

场$ 展演开幕演出为国家大剧院'吉林

市歌舞团创作演出的舞剧*天路+#闭幕

演出为一台优秀舞蹈节目晚会$

舞剧' 舞蹈诗此次首次纳入全国舞

蹈展演$ 据悉# 全国舞蹈展演自创办以

来#一直以舞蹈节目展示和竞赛为主#本

届展演将首次同时展示舞蹈节目和舞

剧' 舞蹈诗# 推动舞蹈创作形成大小兼

顾'均衡发展的格局$

与往届相比#现实题材舞蹈作品创

作是本届展演的一大看点$ 围绕改革开

放 ,* 周年# 集中推出了一批反映改革

开放伟大成就和人民群众奋斗实践的

舞蹈作品#如反映青藏铁路建设历程的

舞剧*天路+'舞蹈作品*爹娘,争吵+*母

亲的麦田+*守在村口的娘+等等$

全国舞蹈展演的前身是创办于

"-)* 年的全国舞蹈比赛 # 从第十一届

起 %全国舞蹈比赛& 取消评奖# 改为展

演活动$

!##"#$%"#$

%&&" 年 ! 月 " 日 星期日 "编辑'王鹏要闻 广告

杨开慧!"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在湖南省长沙县东北隅# 有一个距

离县城约 "# 公里的板仓小镇#因为一位

伟大的女性而远近闻名$这位湖湘女杰'

巾帼英雄就是毛泽东同志亲密的战友和

亲爱的夫人)))杨开慧$

杨开慧#$%#$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

清泰乡板仓!今开慧镇开慧村"$ 父亲杨

昌济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学者' 教育家$

$%$& 年#杨昌济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

书#杨开慧随父亲迁往长沙#并在这里认

识毛泽东$

$%$'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又

举家北迁$这年 %月间毛泽东因组织赴法

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在这期间#毛泽东

和杨开慧有了更多的接触并开始相爱$

$%() 年初 #杨昌济不幸病逝 #杨开

慧回到湖南长沙$同年 ' 月#毛泽东在长

沙成立文化书社# 杨开慧予以资助并参

与书社活动$ "%() 年冬#杨开慧加入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成为湖南第一批

团员$就在这时#她和毛泽东在长沙举行

了简朴的婚礼#结为革命伴侣$

$%(& 年# 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 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

员会#任区委书记#杨开慧负责区委的机

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身兼秘书'机要'文

印'联络'总务等多种职务#成为毛泽东

的得力助手$

$%(& 年 * 月#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

工作$ 杨开慧带着毛岸英和毛岸青也来

到上海#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并同向警

予一起组织女工夜校$

$%(" 年 ( 月#杨开慧随毛泽东回到

韶山开展农民运动# 协助毛泽东创办农

民夜校并担任教员$ 同年 $( 月#杨开慧

离开韶山转往广州协助毛泽东收集'整

理资料#编写文稿#负责联络工作$

$%(+ 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

进行考察# 杨开慧把大量的调查资料进

行分类整理#工整地抄写下来$

大革命失败后# 毛泽东按照党的八

七会议指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杨

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

下斗争$

$%&) 年 $) 月#杨开慧被捕$ 敌人逼

问毛泽东的去向# 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

东脱离夫妻关系$ 杨开慧坚定地说#%牺

牲我小#成功我大&#%要我和毛泽东脱离

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

$%&) 年 $$ 月 $* 日#杨开慧就义于

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 (% 岁$

如今#由杨开慧烈士故居'陵园'陈

列馆以及杨公庙四部分组成的杨开慧纪

念馆 #是国家 ,,,, 级旅游景区 #中国

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每年接待

游客 $&) 余万人# 接待开展党性教育和

主题党日活动的机关单位 &))) 余个$

长沙县委书记曾超群告诉记者#长

沙县干部群众带着对杨开慧烈士的深厚

感情和强烈的责任意识# 提出以更高标

准'更实举措'更强保障建设杨开慧烈士

家乡# 近年来不断加强板仓小镇建设力

度#打造红色旅游典范$

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新华社长沙 ' 月 '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