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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习近平指出，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
友，为中美关系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我们对此
不会忘记。40多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和坎坷，
但总体保持稳定前行。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着中美关系继续沿
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我和特朗普总统约定在
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双方可以就共
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意图要
有准确的判断。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涉华消
极声音增多，值得关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仍然致力于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的中美关系，愿同美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两
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同时，美方也应尊重
中方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发展的权利和合理权
益，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关系的健康稳
定发展。

习近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四川日报讯 11月8日，“川港澳合作
周·走进香港”经贸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
本次论坛是四川代表团在香港举办的一场
重要活动，旨在落实川港合作会议机制，进
一步宣传四川推介四川，增进香港各方面对
四川的了解，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全国政
协副主席董建华出席论坛。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四川省委书记彭清
华、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出席论坛并分别
致辞。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外交部
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锋、驻港部队司
令员谭本宏出席论坛。香港政商界知名人
士以及工商界、专业界代表，共计500多人
参加论坛。

林郑月娥在致辞中表示，香港是四川最
大的外资来源地，也是四川对外投资的主要
地区。过去一年，川港合作可以说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今年5月，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

双方的努力下，川港合作会议机制正式建
立，双方同意在“一带一路”建设及经贸、文
化创意产业、创新科技、金融、青年发展、机
场及铁路管理建设等11个领域加强合作，为
川港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香港与四川同
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的参与者，在国家大
战略和区域发展合作框架下，可以优势互
补、发挥所长。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香
港不仅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香港特区将一
如既往发挥所长、服务国家、实现共赢。希
望川港可以更紧密合作，推动两地企业联合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船出海、共拓商
机。我相信川港合作在两地的全情投入和
企业的积极互动下，一定会不断提升，为川
港两地人民带来更好的未来。

彭清华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
国务院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驻港部队以及香

港各界同胞长期以来对四川发展的关心支
持。彭清华说，四川与香港虽然相距千里，
但是有着特殊的联系。首先，四川是我国改
革开放总设计师、“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开
创者和奠基人邓小平的家乡。小平同志受
到了香港人民衷心敬仰和爱戴，这种感情已
转化成为了香港同胞对四川人民的深厚感
情。第二，中央政府赠送香港的两对大熊猫
都来自四川，已成为川港两地人民友谊的一
条特殊纽带。第三，香港特区政府和各界人
士在四川发生汶川特大地震的危急时刻伸
出援手，慷慨相助，为夺取抗震救灾和灾后
恢复重建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骨
肉同胞的无疆大爱。

“我准备用三九大、四五六、铁公机、1+3
这四组关键词来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四川，
希望能让大家对四川有一个初步印象。”彭
清华在致辞中现场向与会嘉宾推介四川，娓

娓道来、生动风趣、故事精彩，全场掌声笑声
不断。彭清华说，“三”“九”“大”，分别是指
三星堆、九寨沟、大熊猫，这是四川悠久的历
史文化和丰富资源禀赋的集中体现。“四”

“五”“六”是指四川户籍人口9100万，在全
国排第四位；幅员面积48.6万平方公里，居
全国第五位；去年全省经济总量3.698万亿
元人民币，列全国第六位。“铁”“公”“机”是
指四川铁路、公路、航空业等基础设施建设
现状和前景。“1+3”是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长江经济带发展、“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三个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这些重大政策机遇
在四川交汇叠加，为四川发展进一步注入了
强大动力。

彭清华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四川工
作，今年2月来川视察时要求我们推动内陆
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打造立体全面开

放格局，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落实习近
平主席的要求，省委作出了实施“四向拓展、
全域开放”的战略部署，全力推动四川加快
由内陆腹地变为开放前沿。香港是四川最
大的外资来源地和第四大贸易伙伴，是四川
开展对外开放合作首选之地。四川是天府
之国、香港是东方之珠，川港合作可谓珠联
璧合，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彭清华最后说，常言道“百闻不如一
见”。我觉得“一见不如小住、小住不如常
驻”。热忱欢迎大家到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有条件的投资兴业、开展合作，暂时不具备
条件的可以观光旅游、观摩交流，相信大家
一定会爱上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

王志民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国家改革
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给祖国内地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也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际金
融、航运、贸易中心的三大地位。“天府之国”
四川与“东方之珠”香港既有着深厚的渊源，
更有着特殊的情缘。我们坚信，围绕两地民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川港双方一定
能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携手同行
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区域合作新
篇章。

致辞环节结束后，董建华、林郑月娥、彭
清华、王志民、黄柳权等共同登台启动“蓉港
青年创新创业梦工场”，该项目学习借鉴“前
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成功经验，立足蓉港两
地创新创业优势，聚焦文化创意、金融科技、
智能硬件等领域打造专业化众创空间，服务
港、澳、台及国际青年创办的创新创业项目。

参加论坛的嘉宾纷纷表示，本次活动在
香港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彭清华书记
对四川的介绍语言生动、简洁明了，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进一步增添了我们在经
贸投资、文化旅游、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陆海
联运大通道建设、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领
域与四川深化合作的信心。愿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乘着川港合作的浩荡东风，积极寻
求新的合作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香港
中联办副主任黄兰发、仇鸿，香港特区政府商
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香港特区政府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四川省领导
范锐平、王宁、王铭晖、李云泽，部分香港特区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
士，香港知名企业、商协会和地区社团负责
人，四川各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省
属国有企业及在港企业负责人等参加论坛。

“川港澳合作周·走进香港”
经贸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

董建华出席 林郑月娥彭清华王志民致辞 黄柳权谢锋谭本宏出席

11月8日，
“川港澳合作周·
走进香港”经贸
合作论坛在香港
举行。

四川日报记者
欧阳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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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百上千的四川大学生，正通过善心，把
向上的力量传递至社区。

为响应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推进志愿
服务制度化”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
届三次全会、团的十八大精神和省委“推进青
年志愿服务常态化”相关要求，引导大学生奉
献青春，让志愿服务精神在四川蔚然成风。
11 月 8 日下午，由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
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联合举办的

“青春志愿·爱在社区”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
行动启动仪式正式举行，副省长杨兴平出席
并讲话。

该行动旨在通过发动全省大学生志愿者
利用周末、课余时间走进社区，发挥知识技能
特长为社区百姓提供服务，让大学生在服务
他人、奉献社会中收获成长和进步，积极助力
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和谐。目前，四川已选
取成都、德阳、绵阳、南充、泸州、宜宾等高校
较为集中的区域为第一批实施地区，未来将
逐步在全省高校推广，实现全覆盖。

让志愿精神蔚然成风
鼓励大学生进社区服务

11 月 8日下午 3点，启动仪式准时开
始。现场满是穿着荧光色背心的大学生志愿
者，他们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会场外
侧，10余所川内大学的志愿者协会还摆了展

示台，为参会者提供自己学校的志愿服务简
介。一位来自电子科技大学的志愿者表示，
自己之所以报名参与了该行动，“希望能在课
余时间，为社会做点贡献，比如探访孤寡老
人”。

记者了解到，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行动
（CS Volunteering for Community）简称
“社区行动（CSVC）”，包括参与社区治理、扶
弱济困、政策宣传、社会实践在内的四大类服
务，让大学生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中收获成
长和进步，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蔚然成风，积极助力社会治理创新和社
会和谐。

此次社区行动将按照由点到面、由少及
多的原则，选取成都、德阳、绵阳、南充、泸州、
宜宾等高校较为集中的区域为第一批实施地
区。在不断总结优化的基础上，将逐步在全

省高校推广，实现全覆盖。同时，还将坚持
“就近就便、精准服务”和“用好网络、灵活便
捷”原则，结合高校周边社区实际，综合考虑交
通、安全等因素，实现高校与公共交通覆盖的
社区就近结对。此外，本次行动还将依托“志
愿四川”等各类志愿服务网络平台，常态化开
展志愿服务时长录入，并充分结合新媒体、移
动端，实现志愿服务触手可及、人人可为。

探索志愿服务兑换学分
提升大学生的获得感和积极性

“信用引领、正向激励”成为了本次社区
行动的一大亮点。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社区行动的推进过
程中，将通过青年信用体系建设，把志愿服务

时长纳入信用数据统计范围，实现青年志愿
大数据沉淀。同时，将在教育、金融等多方面
开展针对优秀志愿者的正向激励，提升志愿
者的获得感和积极性。对参加社区行动的志
愿者，将在纳入星级志愿服务评定、四川省大
学生综合素质“A级证书”等方面给予倾斜。
对表现特别突出的，将优先吸纳参加“志愿者
骨干成长营”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同时，还鼓励探索志愿服务兑换学分
（计入“第二课堂”成绩单）、志愿服务与奖学
金挂钩及“推优入党”等措施。

目前，全省各市（州）的“社区行动”已陆
续准备启动，各高校团委也开始了广泛的宣
传动员，引导大学生成为注册志愿者。同时，
各大高校也将对新进志愿者进行不少于10
学时的志愿者通识培训。共青团四川省委将
指导高校和社区签订“社区行动”承诺书，各
高校团委也会根据结对社区实际需求，制定
服务方案，坚持做到每周至少进一次社区，每
月开展一项重点活动，每年帮扶一个困难家
庭，每次服务有队内小结，确保服务质量。

在本次活动中，各市（州）团委将积极研究
志愿者保障激励措施，联合高校共同做好志愿
者保险、交通保障等工作。同时，各市（州）团委
还会加强督导，探索“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对
社区和高校进行双向考核打分。据悉，共青团
四川省委将联合有关市（州）团委，由团省委党
组带队，从11月上旬起，对有关高校开展“社区
行动”情况进行督导。

志愿服务
情暖四川

V O L U N T E E R I N G

让志愿服务精神蔚然成风
四川启动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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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青春志愿·爱在社区”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行动启动仪式现场。

今年8月24日，年近八旬的周
瑞金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专访。回忆起27年前组织撰
写“皇甫平”系列评论，他说：“1991
年是改革开放的第十二个年头，中
国人讲究十二年一个轮回，‘皇甫平
’评论正是为转折年代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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