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尼建交 65 周年

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尼泊尔总理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8月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贺电，
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尼友谊源远流长、历久
弥新。建交 65 年来，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增
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去年，我和班达里总统
实现互访，将两国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
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并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谱写了中尼友谊新篇
章。我高度重视中尼关系发展，愿同班达里总统一道
努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
更大福祉，
为地区稳定和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班达里在贺电中表示，尼中友谊源远流长，基础
深厚。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显著拓展和深化。尼方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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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家伦讲述
“科技重奖”
诞生的背后故事：

国家卫健委组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珠海从未停止实践探索的脚步”
科技重奖的诞生、发展、完善、变革全过
程，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仍激动不已。
他说：
“ 科技重奖功载史册，关键是它为
珠海营造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
围，诠释了珠海经济特区‘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
的特区精神。
”

□本报记者 廖明山 佘映薇

珠海科技重奖开先河

今 年 5 月 ，珠 海 宣 布 启 动“ 创 新 珠
海”科学技术奖，斥资百万元奖励创新人
才或团队项目，向外界释放珠海求贤若
渴、尊重创新的信号。
重奖人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1992
年珠海的一幕：迟斌元等科技人员获得
的奖励包括汽车、住房、巨额奖金……珠
海科技重奖就像一颗“精神原子弹”，使
珠海释放强大磁力，吸引了全国科技人
才纷至沓来。
“宣布奖金金额的时候，全场都沸腾
了，欢呼声、掌声久久不停。”原珠海市科
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卓家伦曾参与筹备珠
海首届科技重奖颁奖大会，见证了珠海

“珠海首开国内科技重奖先河，并非
偶然。
”
卓家伦说，
上世纪 70 年代后，
许多
国家科技发展势头迅猛，要实现“弯道超
车”
就必须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
步的轨道上来。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科
技人员从科研机构走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但他们所获的报酬与实际贡献仍不相
称。
“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新的科技进步激
励机制，
走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
1988 年，珠海提出要从劳动密集型
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同年，卓
家伦来到珠海工作，开始参与珠海科技
重奖的筹备工作。
1991 年 3 月，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

长梁广大在出席广东两会时第一次向外
界透露，珠海准备给有突出贡献的科技
人员奖励轿车、住房，并责成市科委“围
绕营造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特区环境，促
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这个目标，尽快制订
出科技重奖的办法来。
这一番话犹如巨石入水，
其巨大的冲
击波迅速从珠海波及全国，
从科技界蔓延
到全社会，质疑声扑面而来。
“ 当时有人
说，
国家级科技奖励和上海等大城市的科
技重奖不过一两万元，
你小小珠海有什么
了不起的，科技成果值得奖励上百万元？
有人说，珠海的科技重奖不具有普遍性，
在内地根本行不通。
”
就在卓家伦等人忐忑不安地起草百
万元重奖方案时，1992 年 1 月，我国改革
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二次视察珠
海，并对珠海准备出台的科技重奖做法
表示赞成。
“梁广大书记当面向小平同志汇报，
珠海准备给予科技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
技人员重奖，奖汽车奖房子奖票子，小平

同志听了以后就竖起大拇指说
‘我赞成’
。
”
卓家伦回忆说，
这一肯定无疑给他们吃下
了一颗“定心丸”，使得珠海顶住了各种
反对和非议。
当年 3 月 9 日，珠海首届“科技进步
突出贡献奖励大会”落地，引起全国媒体
的高度关注。首届大会有 5 个项目获
奖，其中特等奖 3 个、一等奖 1 个、四等奖
1 个。当迟斌元、沈定兴、徐庆中接过获
奖证书、汽车房子的钥匙时，珠海可谓是
万众瞩目，
获奖者们万千荣耀集于一身。

当年收到千余封海内外信函
极少数科技人员凭科技劳动一夜间
成为百万富翁，这是中国科技奖历史上
空前的一次。首届科技重奖大会举行
后，全国掀起对知识价值、科技成果如何
转化为生产力的大讨论。
令卓家伦印象深刻的是，颁奖不久
后，
一名上海科技人员给他写信说，
当年在
北京举行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
议论最
多的议题就是珠海科技重奖。
（下转 02 版）

珠海亮出乡村振兴优异成绩单
年度考核综合排名珠三角第二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见习记者甘丰
恺报道：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省委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近日通报
2019 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
工作结果，在 21 个地级以上市中，珠海
等 19 个地市的综合评价等次为“优秀”，
2 个地市的综合评价等次为“良好”。其
中，珠海综合排名位居珠三角第二名。
珠海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将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摆在突出位置，对照省下
达的硬任务，立足资源禀赋，压实责任，
上下联动，推动乡村振兴工作迈上新台
阶。近年来，我市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构筑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其中，全面
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推进垃圾处理、
污 水 治 理 ，农 村“ 厕 所 革 命 ”取 得 新 成
绩。目前，全市实现农村保洁覆盖面、生
活垃圾收运率、无害化处理率及农村无
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四个 100%”。斗
门区被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评为 2019
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区，成为全
省四个先进县区之一。在农村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方面，全市已建成 138 个村卫
生站，每个乡镇有一家乡镇卫生院，每条
行政村至少有一个农村卫生服务中心。
我市现代农业产业建设成效凸显，
在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方
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目前，
有 5 个村申报
面，我市加强农房管控，清理整治泥砖
省级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专业村。全市
房，探索“菜单式”建筑风貌管控，创新民 “三品一标”及名牌农产品多达 112 个。
我市努力实施农业园区带动战略，
市财政
宅建设标准，努力解决历史性问题。全
今年继续安排 6000 万元资金用于产业
市 22 条市级样板村“三线下地”、雨污分
园区建设。乡村治理取得好成绩，
目前全
流、村内道路和农村“厕所革命”等基础
设施建设基本完成，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市 122 个村已全部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一批
“样板村”
“示范村”
逐步建成。
全部达到村务公开
“五化”
标准要求。

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据新华社广州 8 月 1 日电 坐在深圳
家中的香港商人段永青，
一边喝茶一边调
试手机，
以他为原告起诉的一起借款合同
纠纷案的调解会议即将在网上举行。
铃声响起，他打开手机上的微信视
频群聊，屏幕上出现两个视频画面。一
方是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的台籍被告人陈
先生，另一方则是身处香港的特邀调解
员徐晶。
这是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
院开展跨境纠纷在线调解的一次尝试。
5 年多前成立的前海法院，
地处广东自由
贸易试验区，
集中管辖深圳市基层法院审
理的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致力
于为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积累经验。
近年来，前海法院专门成立多元化
值班编委 张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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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记者 1 日从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了解到，
近期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
在中央统筹部署和指挥下，
国家
卫健委迅速组建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拟近期赴香港
开展工作，
协助特区政府抗击疫情。
据了解，首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由广东省卫
健委从省内 20 余家公立医院选派约 60 名临床检验技
术人员，其中 7 名“先遣队”队员将于 8 月 2 日赴香港协
助开展实验室工作。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队长来自
广东省卫健委，
曾担任广东省支援武汉医疗队总指挥，
这是首批中央政府派出支持香港抗疫的内地专业队
伍。国家卫健委后续将根据香港特区抗击疫情需要，
随时调集内地医疗资源给予更多支持。
同时，国家卫健委也已组建“内地方舱医院支援
队”，由湖北省武汉市选派 6 名有方舱医院实战经验的
专家，包括医院院长，以及院感、护理、建筑和设计专
家，
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改建为方舱医院提供设计、
运营和管理经验的技术支持。

中海深海公司开展海底管道通球作业

畅通南海油气
“大动脉”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 通讯员张俊山 雷浩 梁宁报
道：
8 月 1 日，记者从中海石油深海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深海公司）获悉，该公司荔湾 3-1 平台、番禺 34-1 平
台员工和陆地生产部工作人员通力合作，
近日安全、高
效完成番禺 34-1 平台至荔湾 3-1 平台 14 寸混输海管
首次通球作业，确保了南海深水油气输送“大动脉”畅
通无阻。
南海深水海管是南海东部海域深水天然气生产的
“大动脉”，番禺 34-1/35-2/35-1 气田生产的天然气
经番禺 34-1 平台处理后，通过 14 寸 33.1 公里的油气
混输海底管道输送到荔湾 3-1 平台增压后外输，并通
过高栏终端和横琴终端上岸，输往粤港澳大湾区的燃
气电厂、工业企业和千家万户。为落实海底管道完整
性管理要求及海底管道“一管一策”管理制度，同时彻
底摸清海底管道内积液及腐蚀情况，深海公司公司特
组织实施本次通球清管作业。
番禺 34-1 平台至荔湾 3-1 平台深水油气混输海
底管道自 2014 年 11 月 13 日投用以来未进行过通球
作业，
管内情况不明。为保证通球作业安全顺利进行，
操作人员多次对通球方案进行优化，并针对通球作业
的每个步骤制定了详细的风险分析和应急预案，组织
人员提前对通球流程进行演练。在作业过程中始终保
持设施间及公司陆地人员的有效沟通，实时记录通报
海底管道的各项参数，分析清管球运行状态。伴随着
荔湾 3-1 平台打开收球筒看到完整的清管球，本次通
球作业安全高效完成。

推动两地青年交流合作

珠海台创园的凤梨受欢迎。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我市切实
落实“菜篮子”
“米袋子”责任制。市财政
从 2021 年起将安排 1 亿元用于支持“菜
篮子”基地建设。我市共完成 4 批 21 个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和 1 批
5 个加工企业认证，推荐 1 个企业进驻粤
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平台展示区。珠海
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当好大湾区“菜篮
子”
“果盘子”
“米袋子”
。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同时，我市美丽乡村经济蓬勃发展，
正向省推荐申报 4 条省级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
推荐会同村等 7 个村参与省第二批
文化和旅游特色村审核认定；
开展省级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创建；
珠海农业
公园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力争把珠海
台创园打造成国家级农业公园；
绿手指有
机农园被认定为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

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三家自贸区法院实现调解资源共享
纠纷解决中心，组建国际化、专业化的调解
力量，为跨境纠纷中的当事人指定港澳台
地区调解员参与调解，打消港澳台地区当
事人因法律、文化背景差异带来的顾虑。
“港澳台地区调解员的身份主要有三
种：律师、具有专业资质的调解员，以及在
内地从事国际金融、贸易等领域的知名人
士。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申请或法院邀请两
种方式，经过一定的身份审核成为法院的
特邀调解员。
”
前海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中
心的法官刘哲介绍说。
来自前海法院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7 月，前海法院在册的港澳台地区调解员
和外籍调解员共有 74 名，已成功调解案件
659 件。案件主要为借款合同纠纷、股权
纠纷、新类型金融纠纷、国际买卖合同纠纷
和运输类合同纠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前海法院广泛
运用在线调解，为港澳台地区的当事人和
调解员省去了出行不便、费时费钱的麻烦。
已年过半百的徐晶，是香港和解中心

赴香港协助抗疫

澳珠两地青联组织联席会议在珠召开

港澳调解员在线化解跨境司法纠纷
牢记嘱托 湾区追梦

迎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尼方赞赏中方采取有效措施遏
制新冠肺炎疫情，衷心感谢中方为尼抗击疫情提供的
宝贵支持。尼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
首达成的广泛共识，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也互致
贺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说，
今年以来，
中尼双方携手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
进一步增强两国互信与友谊。中方愿
同尼方一道，
加强各领域全方位合作，
高质量共建
“一带
一路”
，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奥利在贺电
中表示，
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持续、
稳定、
健康向前发展。
尼方感谢中方支持尼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期待同中方
密切合作，
实现经济复苏，
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认可调解员，
在香港律师行从事香港及内
地法律事务研究近 18 年。早在 2015 年，
她便作为跨境调解专家，
多次在广交会上
协助处理投诉与调解对接的国际商贸案
件。近两年来，徐晶在前海法院处理诉
调对接案件超过 360 宗。
在调解段永青诉陈先生的借款合同
纠纷中，两名当事人险些争吵起来。徐
晶当机立断，
将调解由
“面对面”
转为
“背
靠背”
，
分别去做两名当事人的工作。
“在线调解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心情
调整策略，当他们心情不好时最好分别
沟通，
等情绪缓和下来，
再想办法让双方
达成和解。
”
徐晶说。
“要不是看调解员的面子，
我一定会
告到底。”一番情绪安抚过后，第一次参
加在线调解的段永青，
怒气渐渐平息。
“很多人像我一样，
气不过就到法院
去告，
但其实告得越多越耗费司法资源，
如果通过调解能帮我要回欠款，是最节
省人力物力的。
”
段永青说。

如今，
广州南沙、
深圳前海、
珠海横琴
三家广东自贸区法院已实现调解资源共
享。共享名册中的港澳台地区调解员可
根据纠纷各方当事人的选择或由法院指
定，
进行诉前委派调解和诉中委托调解。
刘哲说，
国际商事纠纷地域跨度大，
解决起来时间长、成本高。为此，
法院不
断创新跨境调解机制，充分尊重当事人
选择调解地点的权利，尽可能地为域外
当事人提供方便经济的调解方式。这也
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的改革，
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2019 年 8 月，包括中国在内的 46 个
国家和地区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
这意
味着在诉讼、仲裁之外，
调解将成为未来
化解国际商事纠纷越来越重要的途径。
一些港澳地区调解员建议，通过广
东自贸区法院现有的平台，积极探索港
澳台地区调解员与内地调解员联合调解
的方式，
吸取各家所长，
形成一套与国际
接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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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苑世敏报道：
8 月 1 日，澳门青年联合
会、珠海市青年联合会 2020 年第 1 次联席会议在珠海
市青少年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召开，两地青联组织约 40
名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视察澳门重要讲话精神，
以
珠海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两地青
联组织良好合作关系，促进两地各领域青年深入交流
合作，
为扎实做好珠澳合作开发横琴这篇文章、共同推
进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会上，双方就两地青年共庆珠海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系列主题活动进行了专题讨论，就下一步努力方
向、工作分工、推进节奏等达成合作意向。此外，双方
还围绕两地青年交流体系、服务体系和制度体系建设，
聚焦青年实习就业、创新创业、社会融入等“刚需”问
题，就推动青年交流合作务实创新进行了广泛深入交
流和研讨。
“下一步，
两地青联组织将共同建好用好联席会议
机制，
以更高站位、更大格局、更积极的作为，
推动两地
青年交往交流、交心交融，
为做强做大粤港澳大湾区澳
珠极点注入新动能。
”
珠海市青联主席谢明华表示。

暑运过半

铁路发送旅客 2.07 亿人次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暑运自 7 月 1 日拉开帷幕，至
7 月 31 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07 亿人
次，
环比增加 3995 万人次，
增幅达 24%。
铁路部门动态跟踪分析暑期客流变化，
实施
“一日
一图”，在主要旅游城市间加开旅游列车，引导人们避
暑出游。7 月份，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7092
列，环比增加 564 列，增长 8.6%；日均发送旅客 667 万
人次，
较 6 月份日均增加 128.8 万人次。
铁路部门在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防汛避险
工作的同时，继续在 25 条城际铁路实施票价优惠措
施，在内地高铁和城际铁路电子客票全覆盖、6 月 20
日大面积实施普速铁路电子客票的基础上，7 月份陆
续在白阿、京原、内六、青藏等线路的 119 个车站实施
电子客票，全国铁路实施电子客票的车站近 2700 个，
99%以上铁路出行人群可享受持有效身份证件“一证
通行”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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