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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忠发、于佳欣、白洁

开放，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有着深深的家
国记忆。历经 40 年改革开放，当今中国已与
世界深度互融互通，也构成一个无法否认的事
实，开放改变中国、影响世界。

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沉渣
泛起，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是被置于放大镜下
审视：有人说中国的开放在倒退，有人说中国的
开放是对别国的“经济侵略”，还有人说中国新
一轮开放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

事实胜于雄辩。只要认清开放融通的历史
潮流，循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轨迹，把握世界发展

趋势，人们就会发现，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的开放是应对贸易摩擦

的被迫之举还是主动作为？

10 月 5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
计时一个月。因开放而兴的上海，届时将迎来
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800 多家参展
商。这个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被
外界称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大“创举”。

面对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包
括举办进口博览会等中国一系列扩大开放举

措受到国内外高度赞赏，但也引发一些人的
猜测：中国扩大开放到底是主动为之，还是
应对贸易摩擦的被迫之举？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来自于‘开放带
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的历史教训，正是开
放解放了思想和生产力，创造了‘人类发展史
上的奇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
究员张燕生说，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也
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

从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到上海合
作组织青岛峰会，再到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开放合作”是核心关键词，中国与各国共
同发出支持全球化、扩大开放的时代强音。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按照
既定部署和节奏，坚定不移地推动扩大开
放，向世界展示信心和决心。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
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
进口……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向世界宣布的
一系列举措正在落地。

——— 5 月 1 日起，取消包括抗癌药在内
的 28 项药品进口关税；

——— 5 月 3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
进一步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措施，包括放宽
市场准入，对标国际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降
低企业经营成本等； (下转 4 版)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述评之四

新华社记者黎大东、何军、杜刚、何奕萍

在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 塔克拉玛
干沙漠西北边，一条逾百万亩的人工林带傲
然挺立。

这条林带就是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它
是新疆阿克苏黄沙漫漫和碧波万顷的分界
岭。

1986 年，为改变恶劣的自然条件，阿
克苏启动柯柯牙绿化工程。 30 年间，各族
干部群众携手奋斗，曾是沙尘暴策源地的柯
柯牙绿树成荫；并以此为原点，在南疆戈壁
荒滩上孕育出百万亩的“绿海”。

30 多年来，阿克苏打造出“人走政不
息”的样本，使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几代人的
广泛共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的柯柯牙精神，已融入各族儿女血液
中；“以林养林”“边绿化边脱贫”的绿
化、脱贫方式，给其他荒漠地区贡献了“柯

柯牙智慧”。

大志向

誓将戈壁变林海

生于大漠边，长于绿洲中， 77 岁的护
林员艾力·苏来曼退休后选择住在自己养护
的林子中。他每日在林带散步时，喜欢不时
抚摸树干，“几十年前，我没想到柯柯牙可
以住人。”

柯柯牙紧挨阿克苏市。当地老人回忆，从
记事起这里就是一片戈壁荒滩，是整个阿克
苏地区沙尘暴的策源地，每年沙尘天气超过
100 天；冬春时节，狂风裹挟着黄沙，从柯柯
牙方向劈头盖脸地打来，天地浑浊一片，白天
也要开灯，人根本出不了门。

艾力·苏来曼说，“除了忍，就是逃”。
祖辈们不是没有抗争。温宿县《乡土

志》记载：清末的温宿王在柯柯牙聘请吐

鲁番工匠前来开凿坎儿井，引地下水，垦
田造林，却因耗资甚巨，无法负担而作
罢；新中国成立前，也曾在此挖了许多坎
儿井，结果不见水出，宣告失败； 20 世纪

60 年代，有过将阿克苏城区的多浪渠水
引至此的设想，可终因引水位置不对，
工程废弃。

但是，阿克苏人不信命。（下转 7 版）

接力三十载 荒漠变“林海”
新疆柯柯牙的“绿色涅槃”之路

新华社记者邹声文、刘硕

吉林舒兰曾以出产皇家贡米自豪，所产
水稻品质上乘，但好米却卖不出好价，面对
以大米闻名的邻县——— 黑龙江五常，既尴尬
又羡慕。

近年来，舒兰引导当地农户既种好水稻
又“种”好品牌，成功实现从“白米”到
“金米”的“品牌突击”，在万顷稻田里书
写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鲜活故事。

“邻居”强，更要自己强

一条拉林河，将吉林舒兰与黑龙江五常

连在一起。两地同山同水同气候，也同样出
产优质稻米，但地处上游的舒兰所产大米却
远不及五常大米名气大。价格低很多，就自
然出现了“贴牌”的尴尬现象。

一方面是部分舒兰大米“主动贴牌”：
五常大米知名度高，不少加工厂购买印有五
常大米字样的包装袋，“贴牌”上市。

一方面是不少舒兰大米“被动贴牌”：
五常大米畅销，当地产量无法满足需求，一
些米企就开着大卡车到舒兰等地方大量收购
稻花香品种的稻谷。

“那些年，舒兰为了跟五常争粮，还曾
在村口设卡，不准外地车辆来收粮。”在紧
挨五常的一个乡镇，一位舒兰米商回忆说。

“黑龙江五常的品牌意识起步早，水稻
品种研发做得好，行业协会带动作用强，当
地政府也重视推广，所以很早就得到市场认
可。”说起舒兰与五常昔日的差距，舒兰市
平安镇永丰米业董事长曹洪峰颇有感触。

米香也怕巷子深。十多年前，一些舒兰
人背上大米和电饭锅，开始走南闯北参加展
销会，现场焖饭让消费者品尝，舒兰大米开
始被人知晓。

“但与五常相比，这些努力还远远不
够，万里长征只迈出了一小步。”舒兰市粮
食局监督检查科科长赵彦臣说，当地年产水
稻 45 万吨左右，绝大部分还是没能卖出好
价。

“种”水稻，更要“种”品牌

要走出五常的影子，小打小闹、单打独
斗都不行。2014 年，舒兰开始集全市之力
进行品牌突击，继成功注册“舒兰大米”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后，2015 年“舒兰大米”又
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统一的形
象标识把分散的力量拧在一起。

2013 年，舒兰成立大米协会和大米品
牌推广协调机构，开始组织当地米企抱团闯
市场。为了支持舒兰大米走出去，当地政府
从 2014年起每年专门拨付二三百万元推广
经费，今年涨到了 500万元。（下转 2 版）

“白米”变“金米”的“品牌突击”
吉林稻田“种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样本

新华社评论员

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关系国
计民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
的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阐
述防治灾害的重要意义，就提
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提出总体
要求、基本原则，明确 9 项重点
工程，为做好灾害防治工作提
供了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
存发展的永恒课题。我国是世
界上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地域分
布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
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
府高度重视自然灾害防治，发
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政治优势，取得举世公认
的成效。同时，我国自然灾害
防治能力总体较弱，防灾减灾
救灾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还存
在灾害信息共享和防灾减灾救
灾资源统筹不足、重救灾轻减
灾思想比较普遍、防灾减灾宣
传教育不够普及等问题。只有
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
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
治能力，才能为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
有力保障。

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要汇聚齐抓共管的合力。发挥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各
方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自然
灾害防治格局。坚持各级党委
和政府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
的领导和主导地位，发挥组织
领导、统筹协调、提供保障等重
要作用，更加注重组织动员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建立完善灾
害保险制度，加强政府与社会
力量、市场机制的协同配合，充
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让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变成灾
害防治工作的强大合力。

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要激发改革创新的动力。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问题
导向、坚持底线思维，出台《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
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对加强灾害防治能力建设
作出系统部署。一分部署，九分
落实。要围绕中央提出的目标
任务，把握重点、抓住要害，着
力从健全统筹协调体制、健全
属地管理体制、完善社会力量
和市场参与机制等三个方面破障除弊，以改革试点示范破
解难题、积累经验，以国际合作协力推动自然灾害防治，扎
实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

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要增强关键领域的实力。目
前，制约灾害防治能力的短板依然不少。针对这些关键领域
和薄弱环节，推动建设若干重点工程，既有利于补短板、强
弱项，解决“卡脖子”问题，又为推动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整体
提升提供有力支撑。从摸清风险隐患的底数，到增强预报预
警的能力；从开展保护修复的行动，到落实避险搬迁的任
务；从建设区域性应急救援中心，到改善灾害防治的技术装
备，这次会议部署的 9 项重点工程，涉及面广、针对性强。以
重点工程为抓手，聚焦聚力，就能取得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
的效果，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迈上新台阶。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面对一次次自然灾害，中国人
民万众一心、守望相助，在迎难而上中砥砺前行。进一步增
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我们就能不断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更加科学高效地应
对各种自然灾害，打赢灾害防治攻坚战。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提
高
灾
害
防
治
能
力

保
护
人
民
和
国
家
安
全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中
央
财
经
委
员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车辆行驶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柯柯牙绿化工程核心区（9 月 20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胡虎虎摄

10 月 11 日，江西省南丰县的桔农搬运蜜桔。近
日，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的蜜桔进入丰收采摘期，当
地桔农抢抓农时、收获蜜桔。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南丰蜜桔进入丰收采摘期
这是川藏铁路成雅段跨乐雅高速公路大桥。

目前，川藏铁路成雅段进入静态验收阶段，预计今
年年内通车运营。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川藏铁路成雅段加紧建设

国家相册 致敬历史（10-11 版）

新华社评论员

美国领导人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讲，
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美方言论歪曲
事实，肆意诋毁中国，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唯美独
尊”式傲慢与偏见，让中美关系蒙上新的阴影。

总体来看，美方的奇谈怪论无外乎涉及四
个方面：一是歪曲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二是无
端指责中国对外政策，企图误导世人；三是倒打
一耙，把中美关系跌入低潮的责任推给中方；四
是捕风捉影，指责中国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方领导人如此“系统性
抹黑”中国十分罕见，其势汹汹，大有兴师问罪
之意。但细究之下不难发现，这种抹黑中国的论
调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既经不
起推敲，更经不起事实检验。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积贫
积弱到富起来强起来，靠的是中国人民的辛勤

劳动，得益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绝
不可能依赖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施舍和恩
赐”。正如《纽约时报》刊文指出，所谓美国“重
建了中国”的说法不可信、不公平。从对外政
策来说，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各方广泛认可。再
怎么挖空心思歪曲抹黑，也改变不了中国得
道多助这一现实。中美关系陷入低潮，是美国
打响了贸易摩擦的第一枪，美方才是“始作俑
者”。而今，美方领导人的言论大有全方位对
华发难之意，两国有识之士和国际舆论对美
方的这种举动都深表忧虑。

所谓中国干预美国内政和选举更是子虚
乌有。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
则，这是中国的外交传统。美方的无端指责连
西方主流媒体也难以说服。美国《外交政策》
杂志、《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路透社、英国《卫报》等均指出，美方指控没有

证据。纵观国际关系史，到底是谁动辄侵犯别
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利益，国际
社会早已看得很清楚。美方想把干涉别国内
政的“高帽”送给别人，只会徒增笑料罢了。

贴标签易，撼事实难。任何人想歪曲事实
都只能是白费心机，任何对中国的恶意诋毁
都是徒劳的。问题是，为何美方仍然要想方设
法诋毁中国呢？诸多国际媒体和知名智库认
为，白宫抹黑中国从短期效应看有多重考量。

但从更深的层次看，这是美国一些人“对华焦
虑症”的一次集中发作。

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美国的企图难得
逞。连日来，国际舆论对美方言论的讥讽不绝
于耳，美方没有达到“抹黑中国”的目的。正如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指出，“华盛顿导演的
这出戏并不能损害中国”，“对北京施压还可
能促成更广泛的合作阵营的形成。”中国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直致力于与国际社

会的合作共赢，全方位围堵中国不仅不现实，
而且也损害美方自己利益。

当前，中美关系再次走上了十字路口，何去
何从需要两国人民再一次作出历史性的选择。

这个选择事关两国各界的利益，特别是事关两
国青年一代的前途和命运。中美 17 亿人民、世
界 70 亿人民要求两国必须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中方的选择十分明确，“我们有一千个理
由把中美关系搞好，”致力于同美方共同秉持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
增进互信，扩大合作，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分
歧，建立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美
方的选择会是什么？

中美两国明年将迎来建交 40 周年。历史
已经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
唯一正确的选择。美方应停止错误言论，放弃
过时的冷战思维，作出有利于中美和世界的
正确选择。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任何对中国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

开 放 篇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扁担姐”麦琼方 :

爱 与 责 任 一 肩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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