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举行第五次经济高层对话

共同努力构建符合新时代
需要的中日经济关系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云南贡山独龙族整族脱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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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波涛滚滚的独龙江畔，江
风顺着峡谷吹向远方。曾经泥泞狭
窄的土路、简陋破败的茅草房不见
踪影，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灰顶黄
墙的独龙民居、整洁的街道如同一
幅画卷，让人难以想象这里曾是与
世隔绝的“贫困孤岛”。

4月10日，一封来自北京的信
函，让深山里的云南省贡山县独龙
江乡成为焦点——习近平总书记在
回信中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
勉励乡亲们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
生活继续团结奋斗。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
还在后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部
署下，2018年年底独龙族实现整族
脱贫，成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下边疆少数民族“一步跨千年”的
生动实践，开启了迈向更加幸福美
好生活的新征程。

脱贫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从贡山县城出发到独龙江乡，
沿群山盘旋而下，一座漂亮、现代的
江边小镇让人眼前一亮。

独龙族是我国28个人口较少
的民族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
会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滇
藏交界处的贡山县独龙江乡。

曾经，这里山峻谷深，自然条件
恶劣，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是云南
乃至全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脱贫攻坚作
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
响脱贫攻坚战。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云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字字铿
锵：“中国共产党关心各民族的发展
建设，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努力、共
同奋斗，共同奔向全面小康。”

决战号角催人勤。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下，独龙
江乡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目标
要求，启动实施了独龙江乡整乡推
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工程以及独龙江
乡“率先脱贫全面小康”提升行动，
全乡安居住房、基础设施、特色产
业、社会事业、生态环保以及基层党

建等发生了巨大变化。
翻天覆地气象新。现如今，全

乡1000余户群众全部住进了新房，
草果、重楼、独龙蜂、独龙牛、独龙鸡
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遍地开花，4G
网络、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到全乡，6
个村委会全部通柏油路，大病保险
全覆盖，孩子们享受从学前班到高
中的十四年免费教育，独龙族小学
生入学率、巩固率和升学率均保持
100%。

……
为改善独龙族生产生活条件而

长期奔波的贡山县“老县长”高德
荣，2015年，作为独龙族干部群众
代表，曾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
见。他激动地说：“1999年贡山县
城到独龙江乡的简易公路修通，把
独龙族群众从人背马驮中解放出
来；2014年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
道通车，群众从每年的大雪封山期
中解放出来；今天，党和政府把我们
从贫困中解放出来！”

这是一部记载着党和政府对独
龙族群众深切关怀的历史画卷，这
是如同独龙江水一般激荡澎湃的时

代脉动。
“独龙族整族脱贫，充分体现了

不管条件多难、路途多远，党和政府
对人民群众的承诺一定会兑现，脱贫
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云南省政府
副秘书长、省扶贫办主任黄云波说。

“党的好政策，让独龙族过
上了幸福生活”

深居祖国西南边陲的独龙族同
胞，并不为公众所熟悉，但习近平总
书记却说：“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有
书信往来。”

早在2014年元旦前夕，贡山县
干部群众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汇报
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
善情况，重点报告了多年期盼的高
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的
喜讯。

收到来信后，习近平总书记立
即作出重要批示，向独龙族的乡亲
们表示祝贺，希望独龙族群众“加快
脱贫致富步伐，早日实现与全国其
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
好梦想”。

（下转02版）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4月
14日，第三届“龙门创将”全球创新
创业大赛中国赛区总决赛在深圳
举行。经过激烈竞逐，我市独角兽
种子企业珠海瑞思普利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获得比赛第三名，成为第
三届“龙门创将”中国赛区总决赛
前三强，将携手其他两位获胜者代
表中国与全球各国赛区的优胜者
一起赴英国伦敦角逐全球前三强。

第三届“龙门创将”中国赛区
主题为“科技的未来”，参赛领域涵
盖生物技术和诊断、网络安全、数
据管理分析、教育科技、消费科技
等十余个领域。组委会与创业合
作平台从30000多个创新创业项
目中，评选出入围决赛阶段的42
强。经过半决赛与总决赛的激烈
竞逐，最终由英国安德鲁王子亲自
公布投票结果，E签宝-杭州天谷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音科有限公
司、珠海瑞思普利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被选为“龙门创将”中国赛区三
强项目。

据了解，迄今为止，该比赛在中
国一共有126个创新创业项目从
70341个海选项目中突围，进入“龙
门创将”的训练营，并持续获得融
资、市场开拓、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支
持；过去三年里，“龙门创将”为中国
46792位创业者链接了全球最优秀
的资源，20个项目在“龙门创将”支
持下，新增融资16.32亿元。

“要让全世界看到珠海的创新
力量！”珠海瑞思普利创始人陈永
奇激动地表达参赛的心情，“全球

50强药企还没有一家是中国的，我
国制药业任重道远。我们期望通
过‘龙门创将’和安德鲁王子阁下，
能与英国剑桥、牛津等顶尖大学及
英国药企进行广泛合作，开发最好
的药品，为饱受痛苦的疾病患者带
来福音，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贡

献。”
据了解，陈永奇曾就职于世界

领先吸入给药技术开发的Vectu-
ra，并担任吸入制剂首席科学家，
拥有十多年吸入制剂产品的研发
工作经验。全球唯一获欧盟批准
上市的舒利迭仿制药便是由他负

责研发，他另外还参与了市售13
个主流气雾剂、粉雾剂产品的研发
过程。珠海瑞思普利团队还拥有
来自GSK生物制药专家、国内医药
上市企业高管、知名大学教授，以
及在药学、注册申报、市场销售等
有多年经验的人士。

“要让全世界看到珠海的创新力量”
珠海瑞思普利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荣膺“龙门创将”中国赛区第三名

据新华社香港 4 月 14 日电
汽车行驶在港珠澳大桥上，一条
美丽的弧线伸向海的对面。40分
钟之后，珠海海滨建筑群的轮廓
依稀出现在海岸线上，越来越清
晰。

由新任香港美协主席林天行
率领的香港美协大湾区文化行参
访团，近日赴广东珠海参访、写
生。14位艺术家大多是第一次体
验经港珠澳大桥去珠海，对大桥
的设计和便捷赞不绝口，为期三
天的文化艺术之旅也由此开始。

一大一小、两座白色的贝壳

形建筑坐落在海岛上。这是香港
美协一行参访的第一站——珠海
大剧院。

“欢迎欢迎！”在珠海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翟名及剧
院工作人员的引领下，香港艺术
家们走进有 1550 个座位的歌剧
院，站上“品”字形的巨大舞台。
现代感十足的艺术氛围，给香港
艺术家们留下深刻印象。

翟名表示，珠港两地地缘相
近，人缘相亲，希望珠港两地美术
界在办展交流和人才培养上探索
合作机制，并形成常态。

珠海是著名版画家古元的故
乡。古元美术馆坐落在香洲区梅
华东路，是珠海市第一座市立美
术馆，占地面积 10000 平方米。
馆内收藏了古元先生捐赠给珠海
市政府的版画原作105幅，以及水
彩画作品等。

早年曾创作过版画的香港画
家沈平在古元的版画前凝神观
赏，对古元先生精湛的木刻技法
大为赞赏。

林天行和古元美术馆馆长刘
春潮在座谈会当场商定，将于今
年10月中下旬在这里举行香港美

协会员展。该展览除在古元美术
馆展出外，还将亮相珠海大剧院
展厅，与珠海市民见面。

林天行表示，这是新一届香港
美协组建后举办的第一个活动，参
访第一天的旅程非常充实，实地察
看了两处展览场地，并确定了展出
档期。同行交流擦出火花，感受到
珠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对艺术非常重
视，并做了很多工作。

林天行说，香港美协回港之后
要拿出能代表香港的、有时代精
神的好作品，于10月中下旬再来
办展、交流。

融通人文 亲近山水
——香港美协大湾区文化之旅走进珠海

英国安德鲁王子为获奖者颁奖。（右二为陈永奇） 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香港4月14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
司长张建宗14日表示，香港将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陆海空多式联运，以发挥香港国际机场对大湾区
的重要作用，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张建宗在当天发表的网志中说，受惠于港珠澳
大桥开通，坐落在大屿山的香港国际机场成为连通
世界和粤港澳大湾区的门户，对大湾区以至整个国
家均具有重要战略功能。国家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
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香港则将继续支持大湾区邻
近机场优势互补，扩大大湾区境内外的航空网络，积
极推动多式联运。

今年2月，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与国家民航局
签署备忘录，扩展内地与香港之间多式联运代号共
享的安排。张建宗表示，这一安排让香港机场旅客
以一张机票接驳各种陆路和海路交通工具，前往内
地不同城市，大幅扩展香港机场在内地提供服务的
腹地。

香港机场管理局正积极推进香港国际机场多式
联运中转客运大楼项目。张建宗介绍，中转大楼预
计2022年启用，将为经港珠澳大桥往来香港国际机
场和澳门、珠海口岸的中转旅客提供双向陆空转乘
接驳巴士服务，让中转旅客无需办理香港入境手续，
陆空转乘更加便捷。

张建宗表示，香港还将稳步发展跨境直升机服
务，并发挥其作为航空人才培训中心、航空融资和租
赁中心的独特作用。

香港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陆海空多式联运
香港国际机场多式联运中转客运大楼

预计2022年启用

本报讯 记者钟夏广州报道：第125届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今日开幕。本届广交会预计将有
超过21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到会，珠海交易分团
参展企业超过180家，展位总数580个，一批高新技术
领域的优质企业将集中亮相。

据介绍，广交会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规模最大、
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展会，
被视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对中国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起到重要作用。

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本届广
交会展览面积118.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逾6万个，境
内外参展企业超过2.5万家，其中品牌企业达到2296
家，产品更新率超过30%。

珠海自主品牌同样担当中坚力量。本届展会我
市共有品牌参展企业16家，品牌展位104个，格力电
器、金品电器、迈科智能、东信和平、宜心家居等龙头
企业以及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技术
含量的优质企业将集中亮相，引领珠海外贸实现高质
量发展。

第125届广交会今日开幕

我市一批高新技术领域
优质企业将集中亮相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
毅14日在北京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第五次
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
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取得新发展。去年4月，双方时
隔8年重启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有效促进了政策沟通
和务实合作。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日本也即将
进入“令和时代”。双方应继续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为指引，共同努力构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中日经济关
系。要扎实推进双边投资和贸易合作，共建“一带一
路”，积极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大力推进地方合作，
探索创新合作新路径。要巩固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
端制造、金融财政、共享经济、养老医疗等六大领域合
作成果，共同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打造公
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尽快达成一致，引领东亚
经济一体化进程。要围绕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世贸
组织改革等加强沟通协调，坚守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河野太郎表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双
方应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边贸易体制。

对话会上，中日两国外交和经济部门围绕宏观经
济政策、双边经济合作与交流、对话项下重要合作、区
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等议题全面深入交换意
见，达成一系列共识。

对话会前，王毅与河野太郎共同出席中日青少年
交流促进年开幕式并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