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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德里11月28日电（记者郝薇薇）当地时间11
月 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德里出席西班牙国王费利佩
六世举行的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

冬日的马德里晴空万里、阳光明媚。雄伟宽阔的武器
广场上，礼兵整装列队。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皇家礼车在身着礼服、骑着高
头大马的西班牙皇家卫队骑兵护卫下，前往武器广场。抵
达时，鼓乐齐鸣，费利佩六世国王和莱蒂西娅王后上前迎
接，互致问候。费利佩六世向习近平介绍王室高级官员。
随后，两国元首夫妇一同登上检阅台。在21响礼炮声中，军

乐团奏中国、西班牙两国国歌。仪仗队长趋前请习近平检
阅。习近平在费利佩六世国王陪同下依次检阅步兵方队、
骑兵方队和摩托车队。习近平同西方陪同人员握手，费利
佩六世国王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两国元首夫妇返回检阅
台，观看分列式。在摩托车队引领下，整齐的军乐队、雄赳
赳的步兵方队、威武的骑兵方队依次通过检阅台。

马德里王宫外的道路旁悬挂着“欢迎习主席”的横幅。
当地民众和旅西华侨华人、留学生、中资企业员工挥舞中西
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

新华社马德里11月27日电（记者孙奕、魏建华）
当地时间 11月 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德里萨苏
埃拉宫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应费利佩六世国王邀请到访
美丽的西班牙。2005年中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以来，两国关系水平不断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合
作领域不断拓展，民间交往更加密切。中西关系正处
在历史最好时期。我对中西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这次访问西班牙是我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欧
洲，也是这次欧洲拉美之行第一站，希望通过此访巩固
两国友谊，提升合作水平，使中西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西班牙继续在涉及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要在“一带
一路”框架内加强经贸、旅游、第三方市场等合作，推
动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新时代迈上新台阶，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国乐见欧洲持续推进一体化进

程，希望西班牙继续为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
展发挥积极作用。

费利佩六世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西班牙进
行国事访问。今年是西中建交45周年，也是西班牙前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首次访华40周年。西班牙珍视
同中国的友好交往和合作。两国建交以来，一贯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尊重和支持。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得到新发展。西方
愿同中方继续保持密切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加强
在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积极推动深化欧中关系。

王毅参加会见。
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费利佩六世和王

后莱蒂西娅举行的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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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德里萨苏埃拉宫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这是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同费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西娅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习近平出席西班牙国王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本报讯 （记者刘勇、魏星）11月 28
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主任刘奇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落实“两个维护”，强化党对全面深化
改革统筹领导，完善科学领导和决策、
有效管理和执行的体制机制，加强改革
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
实，奋力开创我省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工作新局面。

易炼红、孙新阳、赵爱明、刘强、赵
力平、龚建华、孙菊生、吴晓军、秦义、胡
强、田云鹏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共江西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工作规则》

《中共江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专
项小组工作规则》《中共江西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强
调，要更好地发挥省委深改委总揽全局

的议事协调作用，既严格对标对表中央
改革决策部署，又积极探索我省自主特
色改革，推动各项改革更好地融入全省
发展大局。要更好地发挥专项小组对
各领域改革牵头抓总作用，突出“专”的
定位，协调成员单位形成改革合力，推
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取得
新突破。要更好地发挥省委改革办常
设办事机构作用，主动当好参谋、做好
服务，推进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重要改革举措
实施规划（2018-2022 年）》。强调，《实
施规划》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
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各地各部门
要坚决扛起改革责任，抓好改革项目
化落实，确保方案有序推出，节点扎实
推进。要注重改革系统集成，增强改
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促进各项
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
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
相得益彰。要抓实改革督察工作，注

重点面结合，改进督察方式方法，推进
改革落实见效。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全面
深化改革工作分类考核评价办法》。强
调，考核评价是推动改革的指挥棒和风
向标。要健全常态机制，使考评更全
面、更准确反映各地各部门抓改革工作
真实情况，增强考评可信度和公信力。
要突出效果导向，以考评倒逼改革任务
落实落地，引导各地各部门在推进改革
攻坚上出实招、见实效。要强化成果运
用，把考评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考核的重要依据，激励全省上下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关于
建立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强
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人
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的部署要求，支持
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监督权，推进国有
资产管理公开透明，使国有资产更好服
务发展、造福人民。 （下转A3版）

刘奇在省委深改委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加强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奋力开创我省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新局面
易炼红出席

习近平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会谈
习近平向西班牙参议院众议院主要议员发表讲话
习近平接受马德里城市金钥匙 （详见A3版）

新华社北京 11月 28日电 11月 28日，在出席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
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号角报》发表题为《开
创中阿关系新时代》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在南半球充满希望的阳春时节，我很高兴应毛里西奥·
马克里总统邀请，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
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
两国人民热爱和平，相知相守。两国关系经历了国际风云变
幻考验，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
展的典范。

——中阿是相互信任的好朋友。短短两年多来，我同马
克里总统 4次会晤，就双边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也感受
到双方对发展中阿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坚定支持阿根廷
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对阿根廷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目前，中阿政府间常设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协调战略对
话、议会政治对话委员会、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等机制运行
顺畅，为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阿在
尊重主权、维护领土完整等问题上也始终相互支持。

——中阿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目前，中国是阿根廷第
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地国。2017年，双边
贸易额 138亿美元，与建交时相比，增长近 2300倍。阿根廷

新鲜水果、牛肉、红酒、海产品等受到中国消费者欢迎。中国
在阿根廷投资超过100亿美元，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通
信、农业等领域，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中国制造、中
国技术助力阿根廷更好实现互联互通，提高竞争力。中阿扩
大本币互换规模，中国金融机构在阿根廷设立分支机构，金
融合作为阿根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支持和服务。

——中阿是兼收并蓄的好知音。阿根廷人有引以为豪
的两双脚，一双用来踢足球，另一双用来跳探戈。当前，不少
阿根廷球员和教练加盟中国足球联赛，成批次的中国青少年
赴阿根廷接受足球训练。中国很多城市成立了探戈舞协会
和俱乐部，中国选手参加探戈世界锦标赛并屡屡获奖。“中国
热”、“汉语热”在阿根廷热度不减。文学巨匠博尔赫斯在《漆
手杖》等作品中多次提及庄周梦蝶、长城等中国元素，并且有
一根心爱的中国漆手杖。今年，超过 80万人次的阿根廷民
众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春节庙会，孔子学院和公立全日制中
西双语学校更是座无虚席。双方还在不断优化航班衔接，便
利更多中国游客领略阿根廷冰川、瀑布、高乔文化的魅力。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势头不可阻挡，日益频发的全球性挑战也不容忽
视。中阿两国正处于各自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人民正在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阿根廷人民
也在为实现发展振兴的阿根廷梦而努力。让我们抓住历史
机遇，顺应时代潮流，携手开创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
代，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第一，加强战略沟通，坚持互尊互信。以更广阔的视野
谋划两国关系发展蓝图， （下转A3版）

习近平在阿根廷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

中国企业家摘“星”第一人、中国民
营企业界的“不倒翁”……一直以来，果
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果喜在众人眼里都是一个传奇人物。
创业数十载，张果喜见证了国家由封闭
走向开放、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
改革开放全过程。他的创业经历，可以
说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鲜活案例。

余江，是张果喜的出生地，也是他搏
击商海的发迹地。11月24日，记者来到
余江，探寻这位民营企业家的奋斗故事。

奔 跑
果喜大道 20 号，余江工艺雕刻厂

旧址。
冬日的暖阳从叶缝里倾泻而下，洒

在厂内的汉白玉石雕牌楼上。牌楼上镌
刻有“继往开来”四个大字及 22个创业
者姓名。在厂里人看来，这刻的不仅是
一行字，更是遥想创业来路的年代记忆。

“要吃饭的跟我来！”1973 年 9 月，
眼见邓埠农具修造社濒临倒闭，20岁出
头的木器车间主任张果喜振臂一呼，带
着从车间分离出来的 21名职工走上了
独立创办余江工艺雕刻厂的谋生之
路。创业之初，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
无厂房。张果喜毅然变卖祖屋，将所得
的 1400 元作为启动资金，三进上海寻

找企业生存发展机遇，三赴浙江东阳拜
师学艺，不畏酷暑严寒到深山老林采购
樟木……不靠天，不靠地，不靠别人施
舍，余江工艺雕刻厂硬是闯出一条活
路，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外同行中最大的
木雕联合企业。

或许，张果喜骨子里就深藏着冒险
的基因。随着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张果喜深感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经营模
式严重制约企业发展。为此，他创新了
一套能上能下的用工制度、多劳多得的
分配制度和任人唯贤的任职制度。打
破“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的余江工
艺雕刻厂很快盈利， （下转C2版）

用胆识雕琢人生
——记“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入选者张果喜

本报记者 齐美煜

印记•改革开放40年江西记述

草根向上，欲与大树试比高

本报讯 （记者邱辉强）改革开放 40
年，是我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砥砺前
行的40年。4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作为
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
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我国经济
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
可没。

回望40年，我省民营经济也走过了

一 条 不 平 凡 的 发 展 之
路。1979 年前后，江西个
体私营经济纷纷冒出，开
饭店、补锅修车、磨剪子、
做裁缝……千树万树梨花
开。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
开始，一大批农民开始挣
脱土地的束缚，赴发达地
区谋生。外出务工不仅开

阔了江西老表的眼界，还让他们学习到
了技术和管理经验，鹰潭眼镜、武宁装
饰、吉安菜帮、资溪面包、黎川油画等一
批草根产业如雨后春笋兴起，早期创业
者赤手空拳闯天涯，奠定了我省县域经
济的基础。1994 年初，江西提出“立足
农业、主攻工业”战略思想，推动了安义
铝合金、进贤医疗器械、余江微型元件
等江西民营工业企业的快速发展，草根

产业开始占主导划大船。2002 年 6 月，
我省号召学习借鉴“浙江经验”，大力
发展个私民营经济，从此我省非公有制
经济迅猛发展，迈出“江西步伐”。

与时代同步，与改革同行。40年改
革发展实践证明，江西经济与民营企
业、民营经济唇齿相依。江西经济要想
活，民营经济必须活；江西经济要想旺，
民营企业必须旺。省委、省政府历来高
度重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始终坚定不
移地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最充足、最适
宜的阳光雨露， （下转C2版）

本报策划——

家具的年轮
（详见B1版）

本报讯 （记者刘勇）11 月 28 日，省
委书记刘奇在南昌会见了前来出席第五
届世界绿色发展投资贸易博览会的浙江
省企业家代表团。

省领导殷美根、赵力平、吴忠琼；浙
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浙江省工业经济联
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会长张蔚
文，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家强，以及颐高集团、明达意航、海螺
集团、浙江建投集团、宁波舟山港、圆通
速递等50多家浙企负责人参加会见。

刘奇对浙江省“三会”组织阵容强大
的浙商代表团赴赣交流合作、出席第五届
世界绿色发展投资贸易博览会表示感谢
和欢迎。他指出，赣浙两地山水相连、人

缘相亲、商脉相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近年来，广大浙商踊跃投资江西、发展
江西，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生
机活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江西各地持续
转作风、优环境，为包括浙商在内的广大
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可以说，赣浙情谊
在交流中得到深化，在合作中得到拓展。

刘奇指出，江西正进入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航空、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中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
主导产业方兴未艾，为广大浙商在赣发
展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希望大家在
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抓住机遇，将更多的
投资项目布局江西，把先进的技术、人才
和管理经验带到江西，实现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我们一定真心实意为企业办实
事，努力打造政策最优、成本最低、服务
最好、办事最快的“四最”营商环境，让企
业家在江西发展放心、安心、舒心、称心。

张蔚文表示，近年来，江西发展站位
高、出手实、态势好、前景广。特别是江
西以创新为引领，持之以恒推动工业强
省战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抢占产业制
高点，持续打造“四最”营商环境，加强口
岸建设、降低营商成本，为客商在赣发展
提供了新舞台、新机遇。广大浙商关注
江西、看好江西，投资意愿强、发展信心
足，将乘势而上、努力而为，继续扩大投
资、深化交流、加强合作，为江西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作出新贡献。

刘奇会见浙江省企业家代表团

本报讯 （记者魏星）11 月 28 日上
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第
二次全体会议在南昌举行。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周萌主持会议。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虹、马志武、冯桃
莲，秘书长韩军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
志武作的关于检查《江西省科技创新促进
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审计厅厅长辜
华荣作的关于2017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
报告，省科技厅厅长万广明作的关于我省

科技创新情况的报告，省文化和旅游厅厅
长池红作的关于我省旅游强省建设情况
的报告，赣江新区管委会主任刘建洋作的
关于赣江新区建设情况的报告，省国资委
主任陈德勤作的关于2017年度企业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下转C2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