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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美国奥马哈5月4日
电（记者许缘 邓仙来）美国内布拉
斯加州州长彼得·里基茨 3 日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内布拉斯加
州与中国有着多方面合作和交流，
期待美中两国深化经贸关系，扩大
贸易往来。

里基茨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举行的中美投资者论坛上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中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
伴，同时也是内布拉斯加州重要的贸
易伙伴。特别是在农产品贸易方面，
中国和内布拉斯加州之间往来十分密
切，双方有着非常健康的贸易关系。

美内布拉斯加州州长表示

期待深化对华经贸关系

据新华社达喀尔5月4日电（记
者邢建桥）塞内加尔国民议会4日通
过宪法改革法案，决定永久取消总理
职位。

塞内加尔司法和掌玺部长马利
克·萨勒当天对媒体表示，取消总理职
位并以总统为中心的行政程序，将允
许总统直接接触到公共政策的实施、

监督和评估。他说，取消总理职位将
在未来 4 年为塞内加尔节约 3.3 亿美
元的预算。

塞内加尔现任总理穆罕默德·迪
奥纳4月7日组建新政府时曾宣布，政
府首脑职位将被永久取消，他将是塞
内加尔1960年独立以来第13位、也是
最后一位总理。

塞内加尔决定永久取消总理职位

5月4日，在美国达拉斯市近郊普莱诺，来自新加坡的小朋友在亚洲节活动
上展示特色服装。当日，一年一度的达拉斯亚洲节在普莱诺举办。 新华社发

美国达拉斯举办亚洲节

首府未来城 产城融合打造智慧城市范本

后记 HOUJI

正在建设中的首府科创园·智慧城市体验馆预计于5月中旬盛大开放，外
形酷似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同时又寓意着产业孵化，作为产业项目的第一展示
窗口，这里将对万科首府未来城进行全面模拟和透视，届时辽沈人民可以一睹
为快，提前感受万科首府未来城的宏大。

万科首府未来城规划效果图。

首府新区
打造东北亚科创示范基地

新时代东北振兴面临历史新机
遇。“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之年，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
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历史
性机遇，更好地谋划未来发展，紧跟
时代步伐，真正做到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是摆在所有东北人面前的
深刻话题。

沈阳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
海经济圈的中心，地位举足轻重，沈
阳的全面振兴，事关东北全面振兴的
大局。对标国际国内先进城市，立足
辽宁、服务东北、放眼全国、走向世
界，以此来谋划沈阳城市的未来。

2019 年沈阳市皇姑区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首府新区要突破发展，坚
持产城融合理念，加快推进首府未来
城等超百亿项目建设。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
构建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等业态
结构与生态圈。

2019年1月，一个产业融合区域
升级工程——万科首府未来城正式
拉开帷幕。它通过“以产兴城、以城
带产、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带动城
市的经济发展，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建成后的首府未来城将形成一

廊一带三轴五核心的产业布局，以此
来推动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

产城融合
打造未来城市范本

产城融合是指以城市为基础，承
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一种
或多种产业为驱动力从而带动整个
城市的新型发展，驱动城市更新和完
善服务配套，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
间有活力、持续发展的模式，城市与
产业相互促进并在发展中逐渐走向
融合。城市没有产业支撑，即使再漂
亮，也只能是“空城”；产业没有城市
依托，即使再高端，也只能是“空
转”。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
是在我国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全新发
展思路，可以有效地突破城市发展瓶
颈。

首府新区是沈阳皇姑区面向未
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高起点规
划、高品质建设，全力推进产城融合
发展，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全市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而首府未来城，便
承载着这样的使命。首府未来城位
于首府新区内，距离沈阳二环约1公
里，是沈阳三环内为数不多的大规模
稀缺土地资源，未来将成为沈阳创新
产业的主要承接区及皇姑区产业升
级的重要引擎。它不仅是一个区域
发展的新开端，更是沈阳探索未来城
市发展模式的先导区。在引领未来

的规划之下，由产业推动土地实质性
变革，再以互联网、AI、云计算等新科
技，深度改造生活场景，推动城市产
业更新、配套更新、环境更新和居住
更新。

短短几个月时间，万科首府未来
城已经引入阿里云、微软、海尔三大
强产业 IP。这是阿里云创新中心在
沈阳的首次落地，聚集了阿里巴巴集
团优质资源，在沈阳建设阿里云创新
中心（沈阳皇姑）基地。万科首府未
来城项目拟引入百余家高新企业，孵
化培养多家上市公司，提供逾万个就
业岗位，为区域注入前所未有的澎湃
势能。

微软和海尔则将作为智慧城市
的主要运营商与沈阳万科共同打造
产业和人居相融合的智慧社区，进
而展现从居家生活到社区再到工作
的园区，为客户提供更为舒适、高
效、安全的城市生活空间，实现人们
从生产到生活再到居住生态的全新
融合。

皇姑区厚重的人文底蕴、时代理
念、技术革命与万科首府未来城项目
交融，打开了沈阳城市的未来空间想
象，为老工业城市破茧而出提供了充
足的动能，深研的“TOD+智慧城市”
发展模式将打造世界级的智慧城市
产业基地，极具划时代意义。

智慧城市
打造未来人居范本

有人把产城融合简单地说成：工
作在哪儿就住在哪儿，住在哪儿配套
就服务到哪儿。这句话不无道理，在
首府未来城，生活、工作、入学、就医、
购物等一站式解决。

TOD是近年来大城市开发比较
流行的一种理念，它指的是一种主要
以轨道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旨在
通过对于轨道交通枢纽周围500米附
近区域的开发，为居民打造集出行、
办公、购物、休闲、居住一站式生活空
间，让居民更好地享受交通所带来的
便利，进一步促进区域整体发展。未
来将依托地铁 6 号线充分挖掘 TOD
交通潜力。

项目另一主题智慧城市则是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具体应用，是城市建
设的重点方向，智慧城市是基于项目
整体布局打造的智慧城市产业的一
个聚集区和交易平台。万科在首府
未来城做的是科创园项目，打造的是

与智慧城市相关的产业集聚。
智慧城市的另一个端口体现在

智慧生活上，万科利用场景创造与
运营的核心优势，把美好生活场景
智慧化升级，智慧生活是包括智慧
社区、智慧家居等和生活方式相关
的系统，具体应用上以归家模式和
离家模式等体系去实现整体生活的
未来化、智能化。从项目的整体规
划结构上看，它有四个中心作为配
套的结构性支持：教育中心、科创中
心、商业中心和邻里中心。其中市
民最为关注的教育中心将引入幼小
初优质教育资源，让皇姑区教育优
势在万科首府未来城得到传承和发
扬光大。

万科首府未来城开创的是一条
与城市共生的融合之路，将以人民的
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在城市配套服
务商战略下做好美好生活场景师、实
体经济火力军、和谐生态建设者和创
新探索试验田。让互联网科技、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更好
地应用于生活，致力于打造一个集智
慧云、生态圈、共同城于一体的未来
城市生命体。

5月4日，民众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参观欧洲议会。
当日，欧盟机构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放日活动。公众可以免费参观欧盟主要

机构的办公大楼，参与形式多样的宣传介绍活动，加强对欧盟机构的了解。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欧盟机构举行开放日

马杜罗吁“忠诚”

马杜罗当天在西北部科赫德斯
州一处军事基地检阅部队，受阅士
兵超过 5000 人。马杜罗向士兵训
话，说“如果美国胆敢侵犯这片神圣
土地”，委内瑞拉军人应该“准备用

手中武器保卫祖国”。
“我昨天告诉众将领：忠诚，我

需要主动忠诚！”他说，“我信任大
家，但大家要睁大眼睛，让一小撮叛
徒无法破坏军队的荣誉、团结、凝聚
力和形象。”

美国政府官员先前把军事干预
委内瑞拉视为选项，拒绝排除启用

这一选项的可能性。

瓜伊多认“过火”

蓬佩奥4日向委内瑞拉民众发
表视频讲话，呼吁他们支持反对派，
声称“现在到了过渡的时刻”。

瓜伊多当天在社交媒体“推
特”发文，鼓动支持者“以和平方
式”向军方施压，前往各地军营，规
劝军人抛弃马杜罗、支持组建过渡
政府。

法新社报道，当天响应瓜伊多
号召的民众不多，只有几百人，没有
发生暴力冲突。在西北部巴基西梅

托市一场示威游行中，国民警卫队
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

现年35岁的瓜伊多接受《华盛
顿邮报》采访时承认，他误判形势，
鼓动兵变“过了火”，“我们仍然需要
更多士兵支持”。

反对派一直试图拉拢军方。瓜
伊多先前承诺，特赦投靠反对派的
军人。

马杜罗去年5月赢得连任，今年
1月开始第二届总统任期。反对派
领导人瓜伊多不予承认，1 月 23 日
自行宣布就任“临时总统”，得到美
国、欧洲和一些拉美国家承认。

据新华社专特稿

马杜罗指示军队“保卫祖国”
核心
提示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4日再次现
身军方活动，指示军人针对美国潜在军事行动做
好准备。同日，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号召
支持者施加压力、促使军方倒戈。

●德国媒体4日报道说，德国
豪华车制造商保时捷公司自今
年4月起开始使用中欧班列出
口跑车到中国，运输时间较海
运缩短3周。

●伊朗总统和议会议长4日
说，为反击美国施加的制裁，伊
朗要继续出口原油、增加非原
油出口、继续铀浓缩活动。

●乌克兰当选总统泽连斯基4
日表示，希望他的就职仪式在
本月19日举行。议会方面表
示，乌议会将在14日举行的全
会上就此问题进行表决。

●委内瑞拉国防部4日证实，
当天上午，委空军一架直升机
在首都加拉加斯南部坠毁，7
人遇难。

●人工勘察长距离输电线路非
常辛苦。为减轻这种负担并
高效检测输电设施，俄罗斯研
发单位制成一款专用无人机，
该飞行器日前顺利通过性能
测试。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
正谋求“动物界朋友”山羊的帮
助，以预防山火。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据新华社美国奥马哈5月4
日电（记者许缘） 5 月 4 日，美国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会主席
沃伦·巴菲特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
奥马哈市举行的2019年公司股东
大会上表示，中国市场很大，未来
公司将对中国进行更多投资。

巴菲特当天在接受股东提问
时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
们喜欢大市场”。他表示，伯克希
尔-哈撒韦公司已在中国投入很
多，但仍然不够。未来15年内，公
司可能会在中国市场进行更大规
模投资。

巴菲特投资搭档芒格也表
示，未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将在中国投入更多。巴菲特此前
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十年，中
国发生的变化难以置信，这些变
化还将继续，中国经济也会继续
增长。

巴菲特表示将对中国进行更多投资

上图：5月4日在加沙城拍摄的
以军轰炸下爆炸的建筑物。

下图：5 月5 日，在加沙地带拉
法，一个巴勒斯坦小女孩坐在房屋废
墟上。

以色列国防军4日晚发表声明
说，截至当晚，以军轰炸了加沙地带
约120个军事目标。 新华社发

以色列
轰炸加沙

据新华社平壤5月5日电（记
者程大雨 江亚平） 据朝中社 5 日
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4 日
指导了当天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进
行的前沿及东部前线防御部队火力
打击训练。

报道说，金正恩对没有事先预
告、突然组织的火力打击训练取得
成功予以高度评价，对前沿及东部
前线防御部队保持无论何时下达命
令都可立即进入战斗的快速反应能
力“表示极大的满意”。

金正恩指导朝鲜
军队火力打击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