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1月30日出席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
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登高
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的重
要讲话，海外各界给予积极评价。

许多海外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
在讲话中关于坚持开放合作和伙伴精
神等内容的阐述令人印象深刻，讲话
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坚定维护自由贸易
和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的明确信号，呼吁各国携手合作、互
利共赢。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知名学者苏拉
布·古普塔说，在西方世界弥漫着悲观
主义情绪时，中国仍坚定不移地致力
于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为建立开放
的多边主义秩序以及加强宏观政策协
调作出贡献。他认为，习近平主席讲
话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以战略视
野对全球经济发展作出分析，并以中
国改革开放40年为例，阐明了坚定、有
远见的改革开放将会带来巨大成功。

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教授、阿中研
究中心主任帕特里西奥·朱斯托对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伙伴精神是二十国
集团最宝贵的财富”深表认同。他认
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发出了一个明
确而有力的信号，即在二十国集团框
架下进行开放与合作的重要性。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关系教授
爱德华多·梅洛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 30%”这一数字印象深刻。他
认为，中国为世界战胜金融危机作出
了重要贡献，展现出的开放合作、捍卫
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令人钦佩。

巴西国家规划、研究和统计机构
协会会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学
家协会副会长儒利奥·米拉加亚说，习
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应“加强宏观
政策协调”，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国际
贸易当中，协商是根本。米拉加亚还
对中国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公平发展的做法表示赞赏。

在墨西哥工业商会联合会经济研

究委员会主席何塞·路易斯·德拉克鲁
斯看来，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观点清晰，
即中国将坚持开放合作、维护自由贸
易，支持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厄瓜多尔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费尔南多·卡萨多十分赞成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
正确选择”的表述，他认为中国正成为
全球的贸易伙伴，将在全球贸易和地
缘政治层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世界
继续走开放和融合之路。

南非大学教授萨贝洛·盖特谢
尼-恩德洛武指出，习近平主席倡导
的携手合作、互利共赢理念正是当今
人类社会所需要的。要想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就需要各方都参与其中，发出
自己的声音。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
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认为，习近平主
席的讲话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他提
出的具体建议深受广大发展中国家欢
迎与支持，将推动世界经济向更加公
平公正、和谐共赢的方向发展。

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
授李相万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展现
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彰显出中国愿意
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他很赞
成习近平主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
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观
点，认为通过对话和谈判找到解决分
歧的方案，实现互利互惠，应该是各国
在发展问题上共同秉持的态度。

沙特阿拉伯知名媒体人士阿卜杜
勒-阿齐兹·沙班说，中国是二十国集
团重要成员，相信在中国推动下，二十
国集团将取得更具实质性的成果，进
一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自由贸
易和经济全球化，强化多边贸易体制，
维护国际秩序与规则。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
员瓦西里·卡申说，中国反对贸易保
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支持在互利
基础上推进经济合作。大部分国家
都与中国持有相同立场，中方的立场
受到广泛支持。中国选择了一条完
全正确的道路。

传递开放合作信号 呼吁携手互利共赢
——海外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三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11月30日电
（记者高春雨 苏津） 11 月 30 日，在
对巴拿马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拿马《星报》发表
题为《携手前进，共创未来》的署名文
章，引起巴拿马各界热烈反响。

各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即将
进行的访问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到访
巴拿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有助于加
强和巩固两国关系。各界期盼，通过
这次访问，两国交流更加深入，双边关
系更加紧密。

目前，中国是巴拿马第二大贸易
伙伴、科隆自由贸易区第一大供货国、
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双方以共建

“一带一路”为统领，签署经贸、金融、
海事、民航、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大
量协议。

科隆自贸区总经理格里马尔多认
为，从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中能感
受到中国对科隆自贸区的兴趣。“目
前，中国商品占自贸区进口贸易总量
的 33%。”他介绍说，“一方面，科隆自
贸区能帮助中国企业高效地分流商
品，节省时间和金钱；另一方面，‘一带
一路’倡议将巩固科隆作为物流中心
的位置。”

巴拿马出口商协会主席胡拉多特
别认同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出
的“中巴可以说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天然合作伙伴”这一观点。在他看来，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巴拿马轻型制
造业和组装业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
也是重大利好。“巴拿马是第一个同中
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而‘一带一路’能
帮助巴拿马吸引投资并确立巴拿马通
往整个美洲门户的地位。”

巴拿马科技创新国务秘书莫塔对
署名文章中提及的诸多巴中合作成果
深感振奋。“近年来，中国在科研方面
取得的成就很大。两国建交后，中国
给巴拿马利用和学习中国科研成果和
经验提供了更多便利，这提高了巴拿
马在科研领域的竞争力。”他说，在知

识转让、人员交流、科研机构设立等方
面，两国的合作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巴拿马各界人士还认为，习近平主
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出的中国和巴拿马
要做平等互信的真诚伙伴、休戚与共的
发展伙伴、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心贴
着心的亲密伙伴四点建议，将加强两国
发展战略对接，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巴斯克斯在中美洲认证委员会工
作，曾多次去中国。在他看来，巴拿马
和中国的产业结构有很大差异，两国
在贸易方面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巴拿
马大学新闻学院社会传播系教师皮斯
科亚认为，两国在科技和基建方面有
很大的合作空间。

期待习近平主席访问巩固巴中关系发展
——巴拿马各界热议习主席署名文章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记者张辛欣） 记者1日从由工信
部指导、北京生态设计与绿色制造
促进会主办的“2018 中国工业产
品生态（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年
会”上获悉，工信部将在工业产品
制造领域打造和培育一批生态设
计示范企业，促进绿色关键共性技
术的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推动建设

千家绿色工厂，百家绿色园区，打
造一批绿色供应链。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环保
处处长雷文在会上说，工信部将通
过两到三年打造和培育一批生态设
计的示范企业，带动行业的绿色发
展，并力争到2020年在绿色制造重
点领域制修订300项重点标准，基
本建立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体系。

工信部将打造
工业产品生态设计示范企业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1日发布，12月
2日是第七个“全国交通安全日”，
全国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开展
系列活动，传播安全守法理念，倡
导文明理性出行。

据公安部交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的主题是“细节关乎生

命、安全文明出行”。进入汽车社
会，我国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
展、路网结构日益发达，高质量出
行需求日益突出，而系安全带、不
占用应急车道、不分心驾驶、文明
礼让通行等一些“小细节”，往往关
系“大安全”，直接影响道路交通环
境和出行者生命安全。

我国迎来
第七个“全国交通安全日”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记者王茜） 截至第七个“全国交
通安全日”前夕，全国机动车保有
量达3.25亿辆，这是记者1日从公
安部获悉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
发展，机动车保有量继续保持快速
增长态势。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交
通安全日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25 亿辆，与 2017 年底相比增加

1556 万辆；机动车驾驶人达 4.07
亿人，与 2017 年底相比增加 2236
万人。

同时私家车也增速加快。以
个人名义登记的小型和微型载客
汽车达1.87亿辆，每百户家庭私家
车拥有量已超过40辆。从城市情
况看，全国有 61 个城市的汽车保
有量超过百万辆，26个城市超200
万辆，8个城市超300万辆。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25亿辆

据新华社天津 12 月 1 日电
（记者周润健） 在行星合月中，“金
星合月”是最具观赏性的。天文专
家介绍说，4 日晨，一次观赏效果
绝佳的“金星合月”天象将现身天
宇，届时东南方低空中会出现明亮
的金星和一弯窄月近距离相依相
伴的美丽画面。我国天气晴好地
区的公众都可以用肉眼清晰目睹
到这幕最美的“星月童话”。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当金星作为
“启明星”姿态现身时，“金星合月”
现象 28 天左右发生一次，由于天
气等原因，并不是每次都能看到，
即使每次都能看到，又因金星亮度
不同，观赏效果也不尽相同。“这次
的观赏效果非常不错。”他解释说，

“金星作为晨星2日会迎来全年最
亮，亮度达-4.9 等，亮如明灯，灿
若宝石。整个12月都是观赏金星
的好时机。”

4日天宇上演“金星合月”

据新华社兰州 12 月 1 日电
（记者李杰） 记者1日从中国铁路
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兰州局
2018年底列车运行图调整方案现
已出炉，其中，兰渝铁路即将全线
开通“复兴号”CR200J动车组。

据了解，此次列车运行图调

整，自 2019 年 1 月 5 日零时起实
行，调整范围涵盖高铁、普速、城际
等。其中，新增青岛、重庆、陇南方
向动车组列车7对；延长高铁动车
组运行区段1对；改变中川城际动
车组车种使用11对；调整部分普速
旅客列车运行区段、改经由2对。

兰渝铁路即将全线
开通“复兴号”CR200J动车组

据新华社郑州12月1日电（记
者王烁）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
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
庭。学生时代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
动。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
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 年秋到开
封、洛阳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
1929 年春赴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
支部书记，领导工人运动。在河南
和东北曾 5 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
坚贞不屈。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
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
代理书记。1932 年秋被派往南满，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
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

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
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
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 年 4 月
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
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同年任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 1 军军长兼政治委
员。1936 年 6 月任东北抗日联军
第 1 军军长兼政治委员。7 月任东
北抗日联军第 1 路军总司令兼政
治委员。杨靖宇率部长期转战东
南满大地，打得敌人心惊胆战，威
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日伪军连遭打击后，加紧对东北抗
日联军的军事讨伐、经济封锁和政
治诱降，同时对杨靖宇悬赏缉捕。
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以“头颅不

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贰
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崇高气节，继
续坚持战斗。

1939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
“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
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
警卫旅转战濛江一带，最后只身与
敌周旋 5 昼夜。他以难以想象的毅
力，坚持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直至
弹尽，于 1940 年 2 月 23 日在吉林濛
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
将其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
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
为纪念他，1946 年东北民主联军通
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濛江县
改名为靖宇县。

钢铁战士——杨靖宇

●海关总署12月 1日对外发布
消息，截至11月中旬，我国进出
口总值已超过去年全年，同比增
长近15%。

●证监会11月30日发布公告，
按法定程序核准了2家企业的首
发申请，为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月1日，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国家顶级节点（重庆）在重庆启
动建设，这一国家级工业互联网
基础建设有望加快西部地区工业
互联网的发展节奏，提升基础服
务能力。

●长三角“沪杭甬”地铁二维码
互联互通启动仪式于12月 1日
在上海举行。据悉，明年地铁
二维码互联互通有望覆盖更多
城市地铁。

●为期两天的“2018内地高等
教育展”1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
幕，总共108所参与2019年免
试招生计划的内地高校在展览
上摆设摊位，提供有关院校及学
科的资讯。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湖
北省启动“艾滋病检测咨询
月”。在“检测咨询月”期间，一
种方便居民开展艾滋病自助检
测的“尿液检测自助柜员机”将
与公众见面。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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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记者张泉）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
《关于当前加强医保协议管理确保
基金安全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地医保经办机构加强对定点医
药机构的协议管理，确保医保基金
安全。

通知明确，定点医药机构发生
欺诈骗保等违约行为的，一律解除
服务协议，被解除服务协议的定点
医药机构，3年内不得申请医保定
点；对查实具有骗取医保基金等违

规行为的医师，给予停止1-5年医
保结算资格的处理；对具有骗取医
保基金或倒卖药品等违规行为的
参保人，可给予暂停医保直接结算
等处理。

通知要求，各地医保经办机构
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协议内容，加强
对医药机构申报材料和信息的审
核，对定点医药机构申报的费用建
立规范的初审、复审两级审核机
制，加强对定点医药机构履行协议
情况的监督检查。

国家医保局：医药机构欺诈骗保
将被解除定点协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日电 （记
者樊曦）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12月1日，北京至雄安新区铁路雄
安站开工建设。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
介绍，京雄城际铁路北起京九铁路李
营站，途经北京大兴区、北京新机场、
河北省霸州市至雄安新区，线路全长
92.4 公里，全线设黄村、新机场、固安
东、霸州北、雄安5座车站。雄安站是
其中规模最大的新建车站，站场总规
模为11台19线，建设工期24个月，预
计2020年底投入使用。

京雄城际铁路
雄安站开工建设

12月1日，牧民们骑着骆驼进入会场。
当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第三届国际骆驼文化旅游节开

幕。为期3天的旅游节将举行骆驼场地赛、越野赛、驼球赛、乘驼射箭、乘
驼家庭选美等活动。 新华社记者 虞东升 摄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
举行骆驼文化旅游节

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态科考活动

12月1日，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科考队员在路上。
当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了以“关注森林，探秘武夷”为主题的生态科考活动，10位生态学、地理学与野生动植

物保护领域专家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科研专业人员一起深入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通过现场考察、标本采集和红外线照
相机布设等方式，对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进行科学考察。

武夷山国家公园拥有210.7平方公里未受人类活动破坏的原生性森林植被，野生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为自然生
态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科研空间。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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