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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李淼钟振宇）
11月17日，第五届四川农业合作发展大会
暨农博会在成都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
尹力宣布农博会开幕。省委副书记邓小
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中
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会长朱保成、
马来西亚科技创新部副部长拿督阿布巴卡
分别致辞。

本届农博会以“全面开放合作，助推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充分展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四川农业农村发展成果，通过开
展投资促进洽谈、农产品采购贸易和农业展
览展销等活动，进一步凝聚各方智慧，汇集广
泛力量，不断扩大开放合作，助力我省实现农
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发展。农博会将持续
到11月20日。

邓小刚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
示欢迎。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四川深入
贯彻中央“三农”工作决策部署，着力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加快转型升
级，农业农村发展呈现良好态势。要深入学
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揽，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对外开放合
作，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加快推进农业大
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真诚希望广大客商来川
投资兴业，推进务实合作，共同开创四川农业
合作发展的美好明天。

张军扩在致辞中说，通过四川农博会这
个平台，亲身感受到四川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取得的新进展、发展特色优质农产品取
得的新成果、农业对外开放合作取得的新成
就。四川特色品牌农业、美丽乡村建设和乡
村休闲旅游养老产业等方面均走在了全国前
列，相信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会创造
出更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全国农业农村发展
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朱保成在致辞中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

必将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大动
力。农业部将与四川加强部省合作，以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
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构建农业开放合作新机制，共同推进四川由
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拿督阿布巴卡在致辞中说，马中合作目
前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大规模的特点，成
就与发展远超预期。农业是马来西亚经济发
展的重要支柱，果蔬、大米、牲畜和渔业的发
展正大力推进。今年是马中深化务实合作
年，两国在众多合作领域成果丰硕，非常欢迎
和期待与中国，特别是四川的优秀企业合作，
共同发掘技术创新和研发机遇，创造更美好
的明天。

美国爱荷华州立博览会组委会首席执行
官盖里·斯莱特、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录大恩分别发言。作为本届农博会主
题省和主题市，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杜吉明
和眉山市分别作推介。

省委常委、农工委主任曲木史哈主持开
幕式。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袁
纯清、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罗平飞、
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坚参、泰国孔敬府府尹颂
萨·章达拉辊、泰国叻呸府府尹差亚武·占
通、泰国呵叻府副府尹穆拉萨塔提·拉差乍
伦、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彦蓉、四川
省政协副主席翟占一和国家有关部委负责
人、国内外重要商协会和知名企业负责人等
参加开幕式。

开幕式前，邓小刚等参观了部分展馆。

第五届四川农业合作发展大会暨农博会在成都举行
尹力宣布开幕 邓小刚等致辞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17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亲切会见参加大会的新一届全国文明
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和全国道德模
范代表，向全体代表表示热烈的祝贺，勉励他
们再接再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再
立新功、作出表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任
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出席表彰大会。

17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暖意
融融，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
600多名代表精神饱满、笑容洋溢。9时30
分，习近平等来到这里，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高兴地同代表们热情握手，亲切交
谈，代表们纷纷向总书记问好。看到93岁的
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82岁

的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原草王
坝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两位全国道德模范代
表年事已高，站在代表们中间，习近平握住他
们的手，请他们坐到自己身旁。两人执意推
辞，总书记一再邀请，最后两人在总书记身边
坐下。总书记对两位老模范如此关心和尊
重，全场人都十分感动，大家长时间热烈鼓
掌。随后，习近平等同代表们合影留念。

王沪宁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他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全体与会同志，充分
体现了总书记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
度重视，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线同志们的殷切
关怀。5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
指引。在新时代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要把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重中之重是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教育和宣传阐释。要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
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注重典型示范引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
各项工作改进创新，激励人们为实现党的十
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丁薛祥参加会见，刘延东参加会见并在
会上宣读表彰决定，黄坤明参加会见并主持
表彰大会。

大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第五届全国文
明城市、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文明单位代表，
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代表，新一届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第六届全
国道德模范代表分别在大会上发言。

习近平会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
邀请两位站立的老模范坐到自己身旁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17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的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举行会谈。

巴雷拉说，我今天终于以巴拿马总统身份
来到悠久的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实现了我多
年的夙愿，深感荣幸和自豪。我郑重重申，巴
拿马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和
平统一。

习近平说，中国有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
你毅然作出同中国建交的政治决断，又实现访
华。这就是英雄好汉的壮举。我们对此高度赞
赏。习近平强调，中巴人民保持友好交往已经
160多年。两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立外
交关系，实现了双方几代人的夙愿。这是中巴两
国人民期待已久的一幕，向世界传递了一条重要
信息，就是中巴关系史已经翻开崭新的一页。

习近平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举行会谈
中巴关系史已翻开崭新的一页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热烈的
掌声，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响起，
铭记着一个暖心感人的场景。

17日上午9时30分，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来到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亲切会见参
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600
多名代表。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高
兴地同大家热情握手、亲切交谈，代表
们纷纷向总书记问好。握手结束后，
习近平总书记回到队伍中间，准备同代
表们合影。总书记看到93岁的黄旭华
和82岁的黄大发两位道德模范代表年
事已高，站在代表们中间，总书记握住
他们的手，微笑着问候说：“你们这么大
岁数，身体还不错。你们别站着了，到
我边上坐下。”

习近平总书记拉着他们的手，请两
位老人坐到自己身旁来，两人执意推
辞，习近平一再邀请，说：“来！挤挤就
行了，就这样。”

相机快门按下，记录下了这一感人
瞬间。

会见结束后，习近平语重心长对有
关部门的同志说，给老道德模范让座，
这是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这就叫人伦
常情。总书记的话是言传，更是身教，
在人们的心田荡漾。

黄旭华是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名
誉所长，他为了祖国的核潜艇事业，隐
姓埋名、以身许国，阔别家乡30载，其
间一次也没有回过老家。

“从1958年开始到现在，我没有离
开过核潜艇研制领域，我的一生没有虚
度。”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
让黄旭华又一次感受着党和国家赋予
他的使命与荣光。

“我做梦也没想到，总书记竟然把
我请过来坐到他身边，还问了我的健康
情况。总书记对我们的关怀，我要回去
传达，要让所有同志认识到我们任重道
远，要再铸辉煌。”黄旭华说。

黄大发是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
正仡佬族乡原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他
带领村民们前后历经30多年，在峭壁
悬崖间挖出一条10公里的“天渠”，使
曾经缺水干旱的贫困村面貌一新。

回想习近平总书记同大家合影的
情景，黄大发十分激动：“总书记对我们

老党员关心得很、尊敬得很，我很感动，
也很光荣。合影后，总书记回头向大家
挥手告别，我们也赶紧向他招手。”

身教重于言教，掌声久久回响。
习近平总书记一个自然而然的举动，身
体力行中华民族尊老敬贤的传统美德，
展现出亲民爱民的崇高风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
先进模范的尊敬与关爱，一次次为全社
会作出示范，引领着社会风尚。

2013 年 9 月 26 日，在会见第四
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
习近平总书记把目光转向坐在第一排
左边的一位老人。他饱含深情地说，我
刚才看到这位老大姐，她就是我们的老
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她今年90多
岁了，我看到她以后心里一阵阵的感动。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当大家发
言结束，总书记准备发表讲话时，他望
了望坐在右边不远处的中国红楼梦学
会名誉会长、90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
对大家说，今天出席座谈会的不少老艺
术家年事已高，大家如果累了，就到休
息室休息或者走动走动。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用他的实际行
动，为与会代表上了关爱模范、尊重典
型的生动一课。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
演员剧团原团长田华这次当选为全国
道德模范，参加了这次会见。习近平总
书记握着她的手，向她表示亲切问候。
田华动情地回忆说，总书记工作那么忙
还专门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同大家见
面合影，这说明精神文明建设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新的时代条
件下具有何等重要性。如果全国人民
都自觉做精神文明的建设者、践行者，
国家和民族必将拥有更加昂扬自信的
精神风貌！党的十八大以来精神文明
建设成效越来越大，与党中央的重视与
关心密不可分。

作为第一届获奖的全国文明校园
代表，吉林省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王艳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同参会代表亲
切的“一握”，给老模范代表的“一让”，
令人难忘、令人敬仰。我们作为教育工
作者，应该倍加努力，为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更大贡献，
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希望。

11月17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前，习近平、王沪宁等会见与会代表。 新华社发

温暖的力量 感人的瞬间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国道德模范代表侧记

市民逛四川农博会展场，选购各地特色
农产品。 杨力 摄

第五届四川农博会

揽金1088.99亿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11月17

日，记者从第五届四川农业合作发展大
会暨农博会开幕式上获悉，第五届四川
农博会投资促进成果丰硕，签约356个
项目，合同金额1088.99亿元。农博会
期间，全省21个市州推介农业合作项目
1048个，投资需求达4548.05亿元。

开幕式上举行了农业投资促进和
农产品采购贸易项目集中签约。现场
集中签约的40个农业投资促进项目，合
同金额达223.81亿元；40个农产品采购
贸易项目，合同金额达40.10亿元。彭
州市湔江会灵谷项目、宜宾五尺道田园
综合体开发与农业孵化基地、中法合资

“萨里斯酒庄”项目、金阳三产融合扶贫
生态基地项目、天虹丝绸采购项目、无
花果酵素购销项目等8个项目代表上台
签约。

本届农博会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
米，设置新产业新业态馆、农业合作馆、
特色优质农产品馆等5个展馆，吸引30
个国家和地区、14个省（区、市）以及省
内21个市（州）1500余家企业参展。

本届农博会上，五大展馆各具特
色，其中又以“美食不可负”。当天上

午，在泸州展馆前，一位身穿传统服饰
男子在摊位前向市民介绍美食，“来尝
尝，泸州名小吃‘黄粑’，爽口留香。”吸
引不少市民驻足。更有巴中老腊肉、攀
枝花水果，以及泰国榴莲、意大利冰淇
淋等美食琳琅满目。

除了好吃的，也少不了好看的。青
花瓷、江南水乡、芙蓉花……各种图案
跃然于油纸伞上。“都是手工制作，做伞
人是泸州油纸伞第六代传人。”业务经
理周俊介绍，一般完成一把油纸伞要耗
费10天时间，“每把伞根据图案、工艺、
大小而价格不一。”

“本次四川农博会上，还有蜀绣、彝
绣、竹雕等传统手工艺。”四川省乡村旅
游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手工艺既
传承了天府农耕文化，也是推动乡村振
兴发展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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