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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第 22 届全体大会致贺词

总编辑 李银昭 值班编委 杨璐

新华社成都 9 月 13 日电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 22 届全体大会 13 日在四川成都开幕遥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词遥
习近平指出袁旅游是不同国家尧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袁是发展经济尧增加就业的有效手
段袁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遥
习近平强调袁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袁旅游业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综合贡献率已超过 10%遥未
来 5 年袁中国将有 7 亿人次出境旅游遥中国拥有悠久历史尧灿烂文化尧壮美山川尧多样风情袁我们热情欢
迎各国旅游者来华观光度假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为推动全球旅游业发展尧加强国际旅游交流合作发
挥着积极作用遥希望各国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袁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事业取得更大发展遥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在成都开幕
习近平致贺词 安东尼奥窑古特雷斯致贺信
汪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瑞法依 王东明 霍华德泰勒分别致辞 李金早主持 尹力出席

9 月 13 日袁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 22 届全体大会在成都开幕 张青青 摄
四川经济日报讯 9 月 13 日上午袁联合国世
界旅游组织第 22 届全体大会在成都隆重开幕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词遥 联合国秘书
长安东尼奥窑古特雷斯向大会致贺信遥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遥 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瑞法依袁省委书记王东明袁
大会上届主席尧 哥伦比亚旅游部长霍华德泰勒分
别致辞遥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主持开幕式遥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执委会主席尧阿塞拜疆文
化旅游部长加拉耶夫袁沙特阿拉伯王国旅游和古迹
总机构主席苏尔坦窑本窑萨勒曼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副总统兼文化遗产尧 手工业和旅游组织主席穆奈
桑袁格鲁吉亚共和国副总理兼外长贾内利泽袁瓦努
阿图共和国副总理兼商务和旅游部长那图曼袁保加
利亚皇室西美昂二世袁世界旅游道德委员会主席拉
米袁省委副书记尧省长尹力袁出席开幕式遥

汪洋表示袁中国正加快步入大众旅游时代袁旅
游业在经济发展尧生态建设尧人文交流中发挥着日
益重要的作用遥要坚持以创新发展为引领袁推动旅
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增强旅游发展新动能遥坚
持以协调发展为支撑袁优化旅游空间布局袁强化公
共服务和综合监管袁提升旅游业发展质量和效益遥
坚持以绿色发展为优先袁 把开发服从保护的理念
贯穿于旅游规划尧建设尧管理尧服务全过程袁提升旅

第六届中印论坛探讨经济发展与减贫战略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杜静 程磊冤 昨日袁
为期两天的第六届中印论坛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开幕遥 论坛围绕 野经济发展与减贫战略冶 主题袁
进行学术交流与讨论袁 重点探讨新时期中国和印
度经济尧 贸易和贫困问题袁 来自经济尧 社会尧 文
化尧 环境等领域的中外专家学者 120 余人参加了
此次论坛遥
四川省副省长刘捷为此次论坛发来贺信遥四
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出席论坛袁 四川
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侯水平尧 加尔各答国际管理学

院院长阿伦达姆窑班尼克尧印度社会与经济发展学
院库玛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遥
本届论坛上袁与会中印学者围绕野经济尧贸易
及减贫冶和野中印交流要历史与文化冶两大主题分
别进行学术演讲和讨论遥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袁作为
新兴经济体和金砖五国的主要代表袁 中印两国不
仅以自己优异的经济表现赢得了普遍的赞誉袁而
且在全球经济体中的战略地位和反贸易保护主义
的引领作用也日趋重要遥在此背景下袁进一步深化
中印两国经济文化全方位合作袁 既符合两国的长

远利益袁 也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摆脱当前的发展
困境遥在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袁中国和印度也面临
着人口压力加大尧资源约束趋紧尧环境矛盾加剧尧
减贫脱困任务紧迫等一系列相同的严峻挑战袁因
此袁如何互相借鉴尧深化合作尧应对挑战袁同样是中
国和印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共同需要遥 川印
在文化尧经贸尧旅游等方面相互交流的现状袁存在
的问题袁以及如何拓展尧深化川印交流也是本次论
坛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袁 与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
了充分讨论遥

游生态文明价值遥坚持以开放发展为动力袁全面加
强国际旅游交流合作袁 拓宽旅游业对外开放的广
度和深度遥坚持以共享发展为目标袁积极发展乡村
旅游尧全域旅游袁带动就业尧促进脱贫袁提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遥
汪洋强调袁旅游是开放的产业尧合作的产业遥
中方愿与国际社会一道袁扩大相互市场开放袁推进
互联互通袁 加强能力建设合作袁 提高安全保障水
平袁深化人文交流袁推动全球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袁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贡献力量遥 中方发起
成立的世界旅游联盟袁 是世界旅游组织体系的有
益补充遥希望各方积极参与袁共同利用好全球旅游
业界的智慧和资源禀赋遥
瑞法依表示袁中国是全世界旅游业大国袁有着
丰富的历史袁繁荣的今天袁光明的未来遥今年是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确定的可持续性旅游业发展国
际年袁我们在四川成都齐聚一堂袁就是要通过共同
努力袁让旅游和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遥可
持续发展尧安全尧科技是旅游业发展的三大主题遥
在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袁 我们需要做的
事还很多遥希望全球各国联合起来袁采取更加统一
更有成效的行动袁来破解发展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尧
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尧 促进旅游更好地与人们的心
灵相通遥我们期待与世界各国各行业的朋友一道袁
在充分尊重旅游地的人民和那里的历史尧文化尧自
然的基础上袁进一步发掘和探寻旅游的价值遥
王东明代表省委尧省政府和全省人民袁向大会
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袁向莅临大会的各位领导和来
自海内外的各位嘉宾尧 各位朋友表示诚挚欢迎袁并
向刚刚成立的世界旅游联盟表示热烈祝贺遥 他说袁
旅游是传播文明尧交流文化尧增进友谊的桥梁袁已经
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遥今
天袁来自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旅游界精英
人士欢聚一堂袁共同分享旅游发展的最新理念和最
新成果袁探讨全球旅游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袁畅谈旅
游产业发展的美好前景袁并将倡议成立野一带一路冶
国家和地区旅游合作共同体袁对于促进全球旅游业

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遥四川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尧
人口大省尧科技教育大省和文化旅游大省袁是享誉世
界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野一带一路冶和长
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袁是闻名中外的旅游目的地袁
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遥近年来袁我们认真
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袁坚持生态优先尧绿色发展袁加快
推动四川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经济强省跨越袁全
省旅游业实现了持续尧稳定尧快速发展遥我们将以本
次大会为契机袁瞄准野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冶的
目标袁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袁大力实施
野绿色四川冶旅游行动计划袁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袁
积极发展全域旅游袁全面提升四川旅游的国际化专
业化水平遥热忱欢迎世界各地朋友到四川旅游观光尧
投资兴业袁诚挚欢迎出席本次会议的各位嘉宾尧各位
朋友多到四川各地走一走看一看袁亲身体验美丽四
川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活力袁共同铸就务实合作尧互利
共赢的美好未来遥
霍华德泰勒表示袁 哥伦比亚作为上一届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全体大会的主办方袁 非常高兴将
本届全体大会的主办权交给中国遥 中国是一个非
常伟大的国家袁 拥有无限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
展前景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袁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
旅游者到中国旅游袁 许多中国游客也前往世界各
国观光袁 这不仅是中国的机会袁 也是全世界的机
会遥 相信本届大会一定会对中国旅游业发展产生
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袁 也一定会对世界旅游业发
展产生深远影响遥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官员及其他国家旅游部
长袁国务院副秘书长江泽林袁省领导范锐平尧王铭
晖尧杨洪波袁成都市委副书记尧市长罗强袁其他省
(区尧市)旅游部门负责人袁国内外知名旅游企业负
责人等袁参加开幕式遥
据悉袁大会从 11 日开始至 16 日结束袁期间召
开 6 次全体大会和 30 多场专题及区域性会议袁围
绕旅游与竞争力尧建立发展的伙伴关系尧旅游道德
公约等主题展开交流袁 并将选举产生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新一届秘书长遥 渊张宏平 刘星 程文雯冤

第十六届海科会已签约项目 39 个
金额近 600 亿元袁较去年增长 57%

第八届中国渊四川冤-南亚经贸合作圆桌会议举行

四川-南亚双向投资大有可为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易陟冤昨日袁第八届中
国渊四川冤-南亚经贸合作圆桌会议在成都举行, 会议
聚焦 野智慧城市尧 高科技农业和食品加工尧 青年创
新冶袁旨在继续深化区域合作袁促进南亚经济发展遥 四
川省政府副省长朱鹤新出席并致辞袁 南盟工商联合
会主席苏拉吉窑维德亚代表南亚商协会致辞遥
此次会议由中国贸促会尧四川省政府尧南盟工
商会共同主办袁四川省贸促会承办袁旨在继续深化
区域合作袁促进南亚经济发展遥

上半年四川与南亚贸易
超过 7 亿美元
记者从会上获悉袁 南亚国家一直是四川重要
的经贸合作伙伴遥 近年来袁在和平合作尧开放包容尧
互学互济尧互利共赢的野丝路精神冶指引下袁随着

野一带一路冶务实推进袁四川与南亚国家在基础设
施建设尧工程承包尧能源电力尧农产品领域开展了
广泛合作遥 2016 年袁四川与南亚地区合作总额超过
10 亿美元袁2017 年上半年袁 双方贸易额超过 7 亿
美元遥 目前袁四川在南亚投资企业达 33 家袁南亚在
四川投资企业 28 家遥 四川水电尧地质等企业积极
参与巴中尧孟中尧印缅经济走廊等项目建设遥 四川
与南亚经贸合作袁不仅具有坚实基础袁更呈现出广
阔的发展前景遥
朱鹤新表示袁 希望南亚国家商协会为四川企
业牵线搭桥袁 在软件尧 医疗尧 农业和旅游文化上
加强与四川企业交流袁 积极促成双方企业投资与
合作遥 苏拉吉窑维德亚也表示袁 南亚在经济发展尧
城市建设方面亟待改进袁 农业发展急需合作袁 希
望四川有更多的相关企业开拓南亚市场遥 同时袁
南亚商协会也愿意为四川企业开拓南亚市场搭建

桥梁遥

签订备忘录
促进青年人才交流合作
此次会议上袁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渊SAARC冤商会
青年创业者论坛和四川省创新创业促进会签订了
叶谅解备忘录曳袁 旨在促成四川乃至中国和南亚的青
年创业者就区域内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进行密切联
系与互动遥
四川省创新创业促进会执行会长刘明告诉记
者袁叶谅解备忘录曳签订后袁会为四川和南亚的青年引
入一个分享新思路和商业模式的机制和平台袁 区域
内的青年创业者可以在关键增长区域借鉴该类新思
路和商业模式袁 并用之以形成跨区域的伙伴关系和
合作关系遥
渊下转 2 版冤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陈悦 闫新宇
文 辕 图冤昨日袁第十六届野海科会冶海外人才引
进暨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袁记者获
悉袁截至目前袁大会共签约项目 39 个袁签约
金额 599.26 亿元人民币袁 较去年增长 57%遥
一批高新科技合作项目尧一大批海外人才与
省内用人单位合作协议成功签约遥
据悉袁围绕野万侨创新窑汇智西部冶主题袁
本届野海科会冶共举办了科技服务尧智力咨
询尧电子信息尧新材料尧生物制药尧装备制造
等产业领域的 19 项尧44 场活动和 9 场项目
路演对接遥
围绕我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袁本届野海
科会冶引进了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遥 经过前
期充分对接袁 会议促成了一批人才合作成
果袁412 名海外人才与省内 244 家重点企业
及产业园区尧高等院校尧科研院所签订了引
才引智协议袁较去年增长 48%遥 同时袁罗伯

特窑默顿等海外诺贝尔奖获得者尧 知名院士
共 9 人渊次冤分别被眉山市尧遂宁市尧四川大
学和电子科技大学聘请为名誉教授袁荣誉市
民和城市发展顾问遥 此外袁今年新聘和续聘
了 14 名海外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尧 知名专
家学者作为四川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
作顾问袁帮助宣传和推介四川尧发现和举荐
人才遥 加上往届聘请的引才顾问袁目前我省
海外引才顾问达 53 名遥
本届冶海科会冶着眼资金尧技术引进袁签
订了一批高新科技合作项目遥 通过前期发布
合作项目信息尧组织开展项目路演对接洽谈
等袁促成了一批项目合作成果遥
此外袁四川省政府与英国诺丁汉大学签
订省校合作协议袁这是四川省首次与世界百
强名校签订合作协议曰围绕四川省与加州友
好省州关系协议袁眉山市与加州中心签订了
加州智慧小镇协议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