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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国家主席习
近平 1 月 27 日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
电，庆祝两国建交 55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法建交 55 年
来，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
赢，不断扩大双方交往合作，给两国和两国
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当前，世界正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发展面
临许多机遇和挑战。中法都是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担负着特殊历史使命和责
任。我愿同你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谊，高
举多边主义旗帜，积极开拓创新，以中法建
交 55 周年为契机，不断提升紧密持久的中
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为促进世界和
平、稳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马克龙在贺电中表示，55 年前的法中
建交是法中两国独立自主精神的象征。当
前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法中作为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相互尊重、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方面发挥
着特殊作用。我高度重视法中友谊和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主席先生携手推进两
国在核能、航空、农业食品、经贸等各领域
的合作，密切双方人文交流，加强在气候变
化等全球问题上的合作，推动法中关系在
新的一年实现更大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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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田建川

今年春运，广西梧州籍农民工吴水
金有点“孤单”。他已连续 6 年从广东佛
山骑摩托车返乡，但今年他没有“组团”
成功，几个老乡不愿再骑摩托车返乡，而
是选择了高铁和小汽车先走一步。

在国道 321 广东肇庆市小湘镇的一
处返乡摩托大军服务区，吴水金和老婆
下车休息。往年的这个时间，这里如集市
般热闹，摩托车不断地涌入、停留、再出
发，今年却显得有点“冷清”，服务区里也
就十几辆摩托车。

“浩浩荡荡的摩托大军看不见了，我
成‘打游击’的了。”吴水金笑着说。

十几年来，从珠三角出发向广西、贵
州、云南、湖南等地返乡的摩托大军是我
国南方特有的春运图景。这些外来务工

者会在春节假期前约好时间，等工厂
放假后就三五成群，组团返乡。广东省
交通部门统计，高峰时，摩托大军的数
字超过 100 万人。

然而，记者近五年来持续采访发
现，摩托大军呈明显逐年减少。

国道 321 和国道 324是从珠三角
始发的摩托大军最主要的行进路线，
途经广东肇庆市。记者 24 日、25 日上
午分别在小湘镇中石化加油站、中化
石油和广北加油站两个摩托大军休息
点蹲点发现，一小时内到站休息的摩
托车数量加起来不到 60 辆。

“以前，好几箱一次性水杯一天就用
完了，但现在还绰绰有余。”志愿者张敏
说，她在休息点服务摩托大军三年了，去
年和今年两年都感觉人少了很多。

一些原本设想通过无人机航拍摩

托大军壮观景象的媒体记者也表示
“很失望”：“人都去哪了？”

随着贵广、南广等高铁的开通及
运力的加大，高铁成为不少返乡外来
工的首选。虽然高铁比骑摩托车“花钱
多一点”，但却没有顶风冒雨骑行的危
险和辛苦，也让他们节省了更多时间
可以早点到家。

从 2014 年开始，我国交通部门不
断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曾经的泥
泞土路不仅实现了硬底化，大部分农
村还通上了客车。随着国家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交通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返乡“最后一公里”问
题不断得到解决，很多摩托车骑行者
选择坐大巴回家。

“以前，带着一堆行李中转好几次，
非常不方便，就是坐大巴到了县城汽车

站，还要发愁怎么回到村里，所以才
骑摩托车返乡。”在佛山顺德打工的
广西崇左籍农民工苏文勋说，现在路
好了，今年打算坐大巴回家。

开着国产小汽车返乡成为摩托
大军中令人惊喜的变化。面对记者
“今年摩托大军怎么这么少”的问
题，有一句话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他们开小车回去喽”。

50 岁的吴水金说，他和老婆儿
子都在佛山的纸箱厂打工，去年花
了几万块钱买了一辆国产小汽车。
儿子放假早，不想等他和老婆，几天
前就拉着几个老乡先回家了。“一家
三口打了几年工，还是挣了点钱
的。”吴水金笑眯眯地说，买个小车
不算啥大事。“你去农村看看，过年
时村道上都堵车了”。

正如吴水金所说，在中国大江
南北的村庄里，几万元就能买到的
小汽车正成为不少人春节走亲访友
的“标配”。

广西贵港市平南县的罗朝延说，
摩托“大军”未来肯定还会减少，但也
不会消失，剩下的可能是散兵游勇式
的“独行侠”了。说完，罗朝延哈哈大
笑。 新华社广州 1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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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曾将中法关系称为“世
界大国关系中的一对特殊关系”。

2019 年 1 月 27 日，中法这对特殊
的朋友，迎来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习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5 周年。“第
一报道”仔细研读贺电，又发现“特殊”
一词，习主席在贺电中是这样说的：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许多机遇和挑
战。中法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担负着特殊历史使命和责任。”

马克龙总统也说：“当前国际局势
充满不确定性，法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在维护相互尊重、以规则
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方面发挥
着特殊作用。”

中法关系缘何
“特殊”？“第一报道”为
你一一道来。
扫描二维码，浏
览“第一报道”全文。

第一报道：

中 法 建 交 5 5 年

有何“特殊”之处

新华社记者

诗画高铁，最忆杭黄。连接浙皖 7
个 5A 级景区，有着“最美高铁”之称
的杭黄高铁，1 月下旬迎来首个春
运。

从百年前的“徽杭古道”，到如今的
杭黄高铁。风驰电掣的速度，印证着区域
协调发展的热度。

通路更畅、平台更广、产业链融合更
深、全球竞争力更强——— 2018 年以来，
一系列新的布局在长三角落子如飞，一
连串新的变革在三省一市揭开大幕。挽
起长江经济带，连接世界大舞台，长三角
的追梦人，在更高质量一体化的路上奋
力奔跑。

带有“长三角”印记的

机构 、平台多了，一体化发

展步伐更实

2019 年第一个工作日，浙江省嘉
兴市一批新组建的机构部门陆续挂
牌。这其中，“嘉兴市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办公室”的招牌尤为引人注目。

打通断头路、规划城际轨道交通、
共建大项目大平台……自 2017 年设
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以来，
嘉兴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动作频频。
2018 年 11 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嘉兴的接轨大上海、融
入长三角战略再次按下“快进键”。

“新成立的办公室，将扮演好‘谋
划者’‘店小二’和‘急先锋’的角色，在长
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抢抓国家战略机
遇。”嘉兴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办公室
主任朱学军说。

一隅观全局。嘉兴之变，是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迈向纵深的缩影。

——— 合作机制更成熟。2018 年年
初，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沪成立，
三省一市抽调 17 名精兵强将集中办
公。区域合作办的组建，是长三角在做
实决策、协调、执行“三级运作”机制上
迈出的新步伐。

“一体化发展首先是破除观念上
的壁垒。”江苏省发改委基础产业处
副处长罗伟光说。虽然三省一市的工

作人员在合作办也会“吵架”，但吵的
过程也是弥合分歧、达成共识的过
程，“面对面”沟通让协调效率提升很
多。

——— 合作载体更丰富。上海国际
集团发起设立“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
基金”，三省一市签署《长三角 5G 创
新发展联盟倡议书》，上海市嘉定区与
江苏苏州、浙江温州联合举办“首届长
三角科技交易博览会”……

从投资、科创到公共服务，一系
列带有“长三角”印记的合作平台不
断涌现。“长三角一体化的特点，就是
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起来。这
些市场化的平台，将为一体化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常务副主任阮青
说。

——— 推进举措更有力。2018 年年
中举行的长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
谈会，公布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从交通能源到信用环保，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 300 多项具体任
务。

（下转 7 版）

追梦“一体化” 奔跑再出发
长三角一体化新进展观察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会见李洙墉

并 观 看 朝 鲜 友 好 艺 术 团 演 出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1 月 27 日，市民在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的
一家商店内挑选春联。春节临近，不少重庆市民开始
选购年货，迎接佳节到来。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选购年货
1 月 27 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举办

“社区春晚”，辖区居民自己编排、演出文艺节目，喜
迎新春佳节。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社区春晚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记者李忠
发、潘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27 日在北京会见以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
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为团长的朝鲜
友好艺术团。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朝鲜友好艺术
团访华演出。习近平指出，此次访演既是
落实中朝双方重要共识的一项重要文化
交流活动，也是中朝建交 70 周年一项重
要庆祝活动。相信访演会取得圆满成功，
增进中朝两国人民友好感情。

李洙墉首先转达了金正恩委员长和
李雪主女士对习近平总书记和彭丽媛女
士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诚挚感谢习
近平总书记对此次友好艺术团来华访演
的关心和重视。

习近平请李洙墉转达对金正恩委员
长和李雪主女士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
愿。习近平指出，2018 年以来，我同金正
恩委员长 4 次会晤，就新时期中朝两党
两国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今年是中
朝建交 70 周年。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落
实好双方重要共识，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
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文化艺术交流是中朝
关系中富有特色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希望双方共同努力，落实好我同金
正恩委员长就加强中朝文化艺术领域
交流合作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为巩固
中朝友好民意基础、传承中朝传统友
谊、推动各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积
极贡献。

李洙墉再次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彭
丽媛女士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观看演
出，表示朝鲜友好艺术团此次来华访演
就是想真挚表达金正恩委员长对习近平
总书记以及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
厚谊。朝方将认真贯彻落实金正恩委员
长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加

强朝中友好合作，为谱写朝中友好新篇
章作出新贡献。

会见后，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了朝
鲜友好艺术团的演出。演出在《朝中友
谊万古长青》的乐曲中拉开序幕。随后，

朝鲜艺术家为中国观众表演了《阿里
郎》等朝鲜民族特色乐曲和《长江之
歌》《歌唱祖国》等中国歌曲，现场观
众对朝鲜艺术家的精彩演出予以热
烈的掌声。演出在《难忘今宵》的歌声

中落下帷幕，现场洋溢着欢乐友好的
气氛。

演出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上
台同演职人员握手，并同大家合影留
念，祝贺演出取得成功。

王沪宁、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
黄坤明、蔡奇、王毅等陪同会见并观看
演出。

朝鲜友好艺术团是应中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邀请来华访问演出的。

▲ 1 月 2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北京会见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为团长的朝鲜友
好艺术团。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长三
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首届长三角
科技交易博览会…… 2018 年以
来，从投资、科创到公共服务，一系
列带有“长三角”印记的合作平台
不断涌现，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的步伐更实了。而从 2018 年
的统计看，长三角已拥有 6 个万亿
GDP 城市，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

自贸区、国家科学中心、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在改革开放 、创新转型方
面，布局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支点和
抓手，“场效应”日益凸显，代表国
家参与全球合作竞争的优势愈发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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