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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6日电 10 月 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金正恩就中朝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值此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交
7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
国政府、中国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朝
鲜劳动党、朝鲜政府、朝鲜人民致以热烈
的祝贺。

习近平表示，70年前，中朝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这在两党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划
时代的重要意义。朝鲜是最早同新中国

建交的国家之一。70年来，在两党两国历
代领导人关怀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传统
友谊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和时代变迁的
考验，不断发展，历久弥坚，深入人心。两国
各领域交往合作成果丰硕，不仅有力促进了
两国各自社会主义事业繁荣进步，也为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
国、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维护好、巩
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
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
发展，珍视同委员长同志的互信和友谊。
去年以来，我同委员长同志五次会晤，达成

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
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携手努
力，以建交7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朝关
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值此朝中建
交7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朝鲜劳动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
民，向总书记同志，并通过总书记同志向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
体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诚挚
的祝愿。

金正恩表示，朝中两国建交具有划

时代意义。70年来，朝中两党、两国人
民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中
始终同生死、共患难，历经岁月洗礼，书
写了伟大的朝中友谊历史。当前，朝中
关系步入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关
键时期。坚决继承朝中友谊这一优秀传
统，实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复兴，
是我和朝鲜党、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紧密携手，按照朝中
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巩固和发展令世
界羡慕的朝中友谊，用友好和团结的力
量坚定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坚定维护朝
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就中朝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同金正恩互致贺电

今天重阳节我市有大风骤雨

市民登山安全第一

70年，人类历史长河的弹指一瞬。
70年，新中国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伟大奇迹。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
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
好。”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的盛况让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深感骄傲，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大家无比振奋。大家坚信，历史
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千千万万努力奋斗的力
量汇聚在一起，必将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歌唱，为祖国史诗般的进步礼赞

天安门广场上，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深
刻阐明新中国70年创造的人间奇迹，豪迈展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亿万中华儿女满怀
豪情、充满自信。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置身庄严的歌声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感慨万千。这位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
老人，刚刚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
誉称号。

（下转02版）

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家外汇管理局6日发
布数据，截至2019年 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0924亿美元，较年初上升197亿美元，升幅0.6%。

“9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受全球
经济增长、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全球贸易局势、地
缘政治因素等影响，美元指数上涨，主要国家债券价格
下跌。”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
表示，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影响外汇
储备规模。

王春英表示，今年以来，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
景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经济指
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积极
因素增多。受此支撑，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外汇储
备规模小幅波动主要受估值因素影响，规模总体保持
稳定。

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30924亿美元
较年初上升197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庆黄金周接近尾声，
各地出现返程客流高峰。铁路、电力、民航等部门加大
运力投放，强化安全管理和服务举措，努力为广大旅客
打造美好旅途。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
示，10月 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18万人次，
加开旅客列车1104列。9月 28日铁路国庆黄金周
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超 1 亿
人次。

为了让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大连站对老幼病残孕旅客设置专用候车区、专
门进站通道，方便重点旅客出行；太原局集团公司推出
行程规划服务，为购买不到直达车票的旅客规划中途
转车的“接续换乘”方案；南昌局集团公司在各大车站
设置快速进站“绿色通道”、完善引导换乘标识；兰州局
集团公司结合夜间降雨情况，采取在进站口、通道、站
台等人流密集区域铺设棕垫等措施，加大客流组织引
导。

为保障国庆期间供电安全，让旅客顺畅出行，国
网山东日照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深入机场、火车站、
汽车客运中心等重要交通枢纽，重点检查电力线路
和应急电源配置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用电安全隐
患。国网山东平度市供电公司严格执行节假日24小
时值班制，携手当地铁路部门对火车站和海清铁路
平度段沿线供电线路展开重点检查，确保铁路运输
和用电安全。

民航方面，广州白云机场6日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机场方面加派人手加强停车引导，为广大旅客营造井
然有序的出行氛围。国庆期间，重庆机场集团累计安
排加班航班近200架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重
点主干航线上累计安排宽体客机近300架次。天津航
空开展国庆主题客舱活动，与广大乘客一起在万米高
空为祖国送上生日祝福。

铁路、电力、民航等部门

加大运力投放

保障国庆长假返程高峰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
称，我国将深入开展“信易贷”，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银保监会联合印发的《关于
深入开展“信易贷”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通知》，我国
将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查询机制。依托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自上而下”打通部门间的“信息孤
岛”，降低银行信息收集成本；完善信用信息采集标准
规范，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地区性中小企业信用服
务平台，明确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应当依法依规并
按照公益性原则向金融机构提供信息推送、信用报告
查询等服务。

根据通知，我国将建立健全中小微企业信用评
价体系。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信易贷”产品和服
务，鼓励金融机构以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为立足点，
减少对抵质押担保的过度依赖，逐步提高中小微企业
贷款中信用贷款的占比。创新“信易贷”违约风险处置
机制，鼓励金融机构依托金融科技建立线上可强制
执行公证机制，加快债务纠纷解决速度；依托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失信债务人开展联合惩戒，
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务行为，维护金融机构合法
权益。

通知指出，鼓励地方政府出台“信易贷”支持政
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信易贷”专项风险缓释
基金或风险补偿金，专项用于弥补金融机构在开展

“信易贷”工作过程中，由于企业债务违约等失信行
为造成的经济损失；鼓励根据本地实际出台更加多
元化的风险缓释措施。加强“信易贷”管理考核激
励。

我国注重发挥信用手段

缓解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

导演宁浩谈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国》

谁能参与都是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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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人海穿梭与其人海穿梭 不如书海遨游不如书海遨游
国庆假期越来越多市民选择到图书馆“充电”

统筹：本报记者 赵岩
采写：本报记者 马涛 赵岩 何进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马涛

国庆黄金周，珠海各大景点游
人如织，各区的图书馆也人气爆
棚，成了市民文化过节的新风尚。
从生活气息颇浓的香洲区图书馆，
到新建成的“网红图书馆”——金
湾区图书馆（新馆），再到斗门区的
大型书店，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利
用假期到图书馆阅读，丰富自身的
“精神食粮”。

屹立航空新城核心区，通体白
色的建筑，颇有“网红”气质的金湾
区图书馆（新馆），于9月30日正式
开馆。作为全市面积最大的公共图
书馆，该馆连续6天举办20余场活
动，吸引市民约2万人次，俨然成为
金湾区的“网红”打卡点。

“新馆投入使用后，已经成为金
湾文化旅游的重要景点。”金湾区图
书馆相关人士介绍，国庆期间来该馆
的读者，不只是金湾区的市民，更包
括珠三角其它城市、港澳地区，甚至
是从江浙地区远道而来的读者。

国庆假期金湾区图书馆为市民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内容涵

盖文学、声乐、美术和科技等领域。
其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徐则臣、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著名漫
画家“小林”林帝浣、AG600总设计
师黄领才先后来到该馆，围绕“如何
增强阅读能力”“AG600研发背后的
故事”等主题，为市民带来了干货满
满的分享会。

“这些大咖分享会受到市民热
捧，上座率也非常高。”金湾区图书馆
相关人士介绍，其中，著名漫画家“小
林”林帝浣的分享会，上座率达到
200%，该馆开辟了大厅供市民聆听
讲座；而其它类型的分享会，上座率
也在90%以上。

金湾：新图书馆成“网红”打卡点6日上午近10时，记者来到位于
乐士文化区的香洲区图书馆，市民在图
书馆门口已排起五六米长的队伍。在
记者停车间隙，图书馆门开了，大家有
序进入，寻找自己心仪的座位。

初秋的阳光仍有些闷热，图书馆内
清凉且安静，空调、饮水机、免费
WiFi……应有尽有，找一把木椅端坐，
或借一处沙发倚靠，或取一个蒲团盘腿
坐下，捧一本书，安静地阅读。

记者进入图书馆内，只见一层、二
层大部分的座位已坐满。其中，学生的
身影在馆内随处可见，他们或站在书架
前查阅书籍，或席地而坐，或在阅览室
低头阅读，不时还做上一些笔记，有的
还自备干粮，只为争分夺秒阅读……

“国庆前几天跟朋友出去旅游，后
面3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了。”家住南屏
的女孩李丽群告诉记者，她刚参加工作
不久，感觉自己的大专学历跟不上时

代，于是就利用节假日过来“充电”。“我
每天从南屏骑行十分钟就可到图书馆，
假期泡在图书馆是为了自考本科。图
书馆内的学习氛围很好。”

据图书馆工作人员梁惠清介绍，
国庆假期以来，除了国庆首日要观看
阅兵式，馆内读者稍微少点，其他时
间都是“爆满”的。每天早上10时都
能看到排队等候的一幕，平均每天接
待读者1500人次左右。梁惠清告诉
记者，来馆内看书的以年轻人为主，主
要是为了考研、考公务员。到了下午三
四时，小朋友就会越来越多。“许多读者
就在附近餐厅随便吃个午餐，下午又过
来看书了。直到晚上9时许才陆续离
开。”

据悉，节假日期间，香洲区图书馆
对外开放时间和平日一样，除周一休馆
外，其他时间均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
上午10时到晚上10时。

香洲：图书馆日均接待读者1500人次

10月6日上午，记者一走进位于
斗门区井岸镇的西瑅书店，明亮的橱
窗和书店内堂醒目的“静”字将外界
的喧嚣热闹隔绝开来。书店内阳光
通透，巨大的书架和堆叠的书籍勾勒
出光与影的美感，营造出一方无拘无
束只想阅读的天地。市民或支起双
肘捧书阅读，或在书架前挑选心仪的
书籍，有的小朋友干脆席地而坐，将
连环画置于膝头，对书中的故事沉浸
入迷。

对喜欢阅读的人来说，每遇一本
好书，就有彻夜畅读的欲望，如何帮
助读者将心仪的书籍带回家安心阅
读，这个国庆节，斗门区图书馆想出
了“妙招”。

记者从斗门区图书馆获悉，为了

让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充满文化气息
的国庆假期，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
满足读者对新书借阅的需求，使图书
馆藏书更贴近读者，提高馆藏图书的
可读性，斗门区图书馆联合西瑅书
店，开展了“你选书·我买单”读者自
主采购借阅服务活动。

整个借书流程简洁方便，记者
也体验了一把。先在西瑅书店挑选
到自己心仪的图书，再通过手机进
入斗门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选择
点书验证服务，扫描图书底部的
ISBN条码后，按提示操作即可顺利
完成借书。

据了解，“你选书·我买单”活动
深受读者喜爱，截至10月6日，吸引
了斗门区330多个亲子家庭参加。

斗门：“你选书·我买单”活动受热捧

金湾区图书馆（新馆）。

市民在香洲区图书馆“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