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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记者李忠发)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19 日同当日抵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
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就
当前中朝关系发展和朝鲜半岛局势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一致
表示要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共同推动朝鲜半岛
和平稳定面临的良好势头向前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
定、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我们高兴地看到，金正恩委员长同志同特朗
普总统在新加坡举行重要会晤，就实现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
持久和平机制达成原则共识，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对此高度评
价。金正恩委员长同志专程来华访问，体现了对中朝两党两国
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我对此高度评价。

习近平强调，在不到 3 个月时间内，我同委员长同志 3 次
会晤，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启了中朝关系发展
新篇章。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无论国际
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
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
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
继续落实好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
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人民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
新，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高兴地看到，
朝鲜作出了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重大决定，朝鲜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支持朝鲜经济发展、民生
改善，支持朝鲜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下转 6 版）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记者侯丽军)国家主席习近平 19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举行会谈。两国元首
一致决定建立中玻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玻关系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实现更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玻建交 33 年来，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
展，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赞赏玻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动深化中拉关系。
我们愿同玻方一道，以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重要契机，不
断深化各领域交流和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开辟新
前景。

习近平强调，中玻要做政治互信的友好伙伴，在涉及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各领域各层级往
来。要做务实合作的发展伙伴，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发展战
略对接，共同打造投资、贸易、服务并举的合作新模式。中方对进
口更多的玻利维亚特色农牧产品持开放态度。中玻都是文明古
国，要做文明互鉴的亲近伙伴，探讨利用先人智慧更好应对当今
问题。要做多边协作的战略伙伴，继续就联合国事务及可持续发
展、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紧密协调立场，共同维护发展中国
家的正当权益，共同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莫拉莱斯表示，玻利维亚人民对中国深怀好感，钦佩中国
的发展理念和成就，高度评价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建设
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支持和帮助玻利维亚经
济社会发展从不附加政治条件，玻利维亚高度信任中国，愿意
密切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
务实合作，推动深化拉中合作关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公平
正义作出更大贡献。 （下转 6 版）

习近平同玻利维亚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玻战略伙伴关系

 6 月 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玻利维
亚总统莫拉莱斯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
大厅为莫拉莱斯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殷博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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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法第七次修正

百姓获益几何？

新华社长春 6 月 19 日电(记者段续、刘硕、薛钦峰)盛夏时
节，吉林广袤的黑土地上一派新绿，白山松水间涌动着发展热
潮。2018 年是吉林的“奋斗之年”，老工业基地振兴进入关键期，
面对产业结构单一的短板，吉林坚定信心谋求转型，把服务业当
作推动产业升级的有力引擎。2018 年一季度，吉林服务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3 . 4%，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 62 . 7%。

倚重优势：生产性服务业百花齐放

吉林是农业大省，高品质玉米、水稻全国闻名，又是重要的
老工业基地，汽车、化工、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在工业结构中占
比近 70%。打破企业间隔阂、加强产品和服务关联性、发挥工业
基础服务的集聚效应……近年来，吉林在三产融合上不断发力。

生产性服务业正在成为工业转型发展的“润滑剂”，许多
传统企业夯实主业之余，也在服务业发力。国网长春供电公司
自主研发了电采暖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该公司总经理李国辉

表示，系统可以根据电供暖场所、面积、温度需求等快速打
造最优方案，预测运行费用，受到客户欢迎。

“我们主营工厂电力设备维修承包工作，为大工业企业
服务。”吉林鼎基电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明亮说。
在一家热电厂的业务中，鼎基的团队入驻后，把每年的电力
维护费用从 600 多万降到了 200 多万。

一些企业抓住吉林传统的农业、工业优势，创新产业模
式，重组产业元素，实现快速发展。在吉林市，吉林云耕农
业把“吉林一号”卫星拍摄的精确图像与实地测土、测肥结
合，制定科学合理的种植方案。“进行大数据处理，产量预
测更准，农民收入更多。”该项目负责人王丽英说。

吉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表示，坚持生产性
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的战略布局，依托农业、工业的
既有优势发展，经济增长更具活力。

多重突破：新业态追求高质量发展

吉林努力摆脱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一柱擎天”的短
板，加大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投入，服务业多领域开
花。

壮丽的冰雪景色、欢畅的滑雪滑冰、火热的关东民

俗……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牵动着吉林转型的步伐。目前，
旅游业占全省 GDP 已接近 10% 。

长白山脚下的抚松县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总投资近
112 亿元的长白山鲁能胜地高端冰雪旅游项目坐落于此。项
目董事长王新东说，为了不烧煤不污染环境，企业投资 3 亿
多元搭建了电采暖系统。这样的高端生态旅游项目，在吉林
松花湖、北大壶等地还有不少。

与此同时，物流、金融、电商、云计算大数据等产业成
为吉林服务业发展新的增长点。长春华为大数据项目已投入
使用，可提供 1 . 2 万台云服务器的计算服务能力。浪潮大
数据中心、长光卫星公司、启明车联网北斗服务平台等一批
高端信息服务业项目快速发展。

“ 2017 年下半年以来，华夏银行给予吉林超过百亿元
金融支持。”华夏银行董事长李民说。资金支持的背后，是
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东北地区第一家民营银行开业、东北地
区第一支省级信贷周转基金落地，域外金融机构纷纷进驻。

电商领域，吉林深化与阿里巴巴集团等知名电商合作，电
商村级服务站全覆盖；物流领域，“长满欧”班列运量同比增长
10 倍以上；健康养老方面，居家养老快速发展，“大健康”产业
循序推进…… 2017 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7 . 5%，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6 . 2%。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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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以服务业推动产业升级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全球故事

新华社柏林 6 月 19 日电
(记者徐扬、李骥志、张章)一提
到中国，71 岁的德国人伯恩
特·格里希总会想到中国武汉
汉正街。汉正街上有一尊铜像，
那是他的父亲威尔纳·格里
希——— 中国改革开放后聘任的
第一位“洋厂长”。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为中
国发展翻开新的一页。 40 年
来，来华的欧洲专家上百万人
次，成为这项伟大事业的见证
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见
证着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参
与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推
动着中欧合作不断迈上新台
阶。

一江春水向东流

1984 年 8 月，年逾六旬的
老格里希应邀来华考察，在武
汉柴油机厂担任技术顾问。仅
3 个月后，他就被聘为武柴厂
长。在当时的中国，把一家国企
交给一个外国人掌管是件破天
荒的事情。

“这显示出中国改革开放
的巨大勇气，”小格里希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我父亲有幸参
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直到多年后仍被中国人民记
着，我为他感到骄傲。”

“洋厂长”对武柴进行大
刀阔斧式改革，很快就让一家病恹恹的厂子焕发生机与活
力：柴油机清洁度从 5600 毫克降到了 100 毫克以内；主
轴承盖废品率从 50% 降到 3% 以内；柴油机向东南亚 7
个国家批量出口。老格里希由此被誉为“质量先生”，他
的改革方式与管理模式也被视为宝贵财富。

把人才请进来，也把人才送出去。上世纪 80 年代
初，一群中国技术人员来到英国北海油田，目睹钻井平台
机器人深潜作业的场景，大开眼界，也感慨良多。时任中
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所长的蒋新松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机器
人作为全所的主攻方向。 30 多年过去，中国水下机器人
已拥有“蛟龙”“潜龙”“探索”等多个系列，具备了载
人和无人兼备，全海深、长航程水下探测能力，圆了蒋新
松等老一辈探索者的毕生夙愿。

老格里希和蒋新松的故事，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勇气和
胆魄的例证，也是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缩影。欧洲，
是开放之初中国引入技术、资金、人才、理念的重要源头。据
统计，1978 年至今，欧洲来华专家累计达到 160 万人次。而
同期前往欧洲学习交流的中国技术人员更是不计其数。

等闲识得东风面

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今年以
来，欧洲国家领导人频频访问中国，一笔笔采购大单和一
项项合作协议引人瞩目。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欧洲企业就先知先
觉：谁抓住了中国机遇，谁就把握了未来。一些企业抢拔
头筹，捷足先登中国市场，有些后来被写入中国改革开放
进程的案例教科书。

宝马落户沈阳已有 15 个年头。 15 年来，宝马在中国
累计投资 520 多亿元人民币，汽车产量超过 200 万辆。宝
马不仅在沈阳建设了整车厂，还把发动机工厂和研发中心
设在这里。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魏岚德说， 15 年
经验证明，本土化策略是宝马在中国成功的根本，总结起
来就是 6 个字：“在中国、为中国”。

来自欧洲芬兰的诺基亚，尽管已度过发展高峰期但仍
选择继续深耕中国。诺基亚目前在中国有大约 2 万名员工，
其中一半从事研发工作。“我们把在中国研发的产品出口到
世界各地，”诺基亚公司董事长李思拓说，“我们已经连续多
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技术出口商之一。”

第一架空中客车飞机 1985 年引进中国。 33 年来，空
客与中国的合作从当初的卖飞机，拓展到今天的造飞机，
中国的作用已超越了市场本身。今年 1 月，空客与中国合
作伙伴签署框架协议，打算将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
产量逐步增加至每月 6 架。天津的空客亚洲总装线创建于
10 年前，是空客在欧洲外的首条总装线，到 2017 年底已
总装完成并交付 354 架飞机。

从几十年前满大街奔跑的桑塔纳，到总装后飞遍世界
的空客飞机，众多来自欧洲企业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这些企业融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调整
着各自的发展策略；它们根植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分享
技术，同时也分享着中国的发展红利。

无问西东共发展

今年 4 月 27 日，奥地利维也纳。来自中国成都的中
欧班列，满载各类货物行程 9800 公里，首次来到多瑙河
畔这座欧洲名城。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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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9 日 ，我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LHAASO）正式开工。该项目建设在四川省稻城
县海子山，建设周期为 5 年。 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探宇宙
6 月 19 日，河北省遵化市东新庄镇农民在晾晒

小麦。当日，遵化市天气晴好，农民晾晒收获的小麦，
丰收的味道溢满场院。 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晒麦忙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