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mrdx新华网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0209 邮发代号 1-19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通讯社出版

2019 年 6 月12 日 星期三 己亥年五月初十 今日8 版 总第 09660 期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
在青岛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
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
全人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
球卫生事业，是落实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博鳌亚
洲论坛一直致力于促进亚洲以及世
界的共同发展和人民福祉，这次大
会的召开是在这方面的又一重要努
力。希望大会能够有效凝聚各方力
量和共识，交流互鉴，推动全球健康
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卫生健
康领域国际合作，为全人类健康福
祉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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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6 月 11
日，在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前夕，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
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愿中吉友谊
之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的署名文
章。文章如下：

愿 中 吉 友 谊 之 树

枝繁叶茂、四季常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 近 平

六月的天山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在
这个美好季节，应热恩别科夫总统邀请，

我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第二次国事
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6 年前，我首次访
问美丽的吉尔吉斯斯坦，同吉方共叙友
谊、共商合作、共话未来，开启中吉战略
伙伴关系新时代。6 年后，我欣喜地看
到，两国关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中吉友好合作事业正如仲夏时节的
山川草原，充满生机和活力。

中吉两国人民比邻而居，传统友好
源远流长。2000 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
远行西域，古丝绸之路逶迤穿过碎叶古
城。数百年后，黠戛斯人跋涉千里远赴唐
都长安，返程不仅带回了精美的丝绸和
瓷器，也收获了亲切友爱的兄弟般情谊。

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绚丽诗篇在两
国家喻户晓、广为传诵。2000 多年的历
史积淀，铸就了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深

情厚谊。

建交以来，中吉关系经受住了国际
风云变幻考验，两国风雨同舟、守望相
助，是名副其实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
伴、好兄弟，在国际社会树立了相互尊
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
典范。

——— 中吉政治互信日益牢固。建交
后不久，双方就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
边界问题，中吉 1000 多公里的共同边
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纽带。当前，中
吉关系不存在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双
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
坚定支持。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
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为维护国
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各项
政策措施。吉方也在台湾 、涉疆 、打击

“三股势力”等问题上一贯给予中方坚
定支持和有力配合。

——— 中吉务实合作不断深入。吉尔
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在经贸、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等领域取得了
一批重要合作成果。中国已成为吉尔吉
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投资来源
国。2018 年，中吉双边贸易额超过 56
亿美元，同建交之初相比增长超过 150
倍。中方累计对吉尔吉斯斯坦投资近 30
亿美元。双方共同实施的达特卡-克明
输变电工程结束了吉尔吉斯斯坦电力
资源分布不均、输送不畅的历史，奥什
市医院为当地民众提供中亚地区最优
质的医疗服务，中吉乌(兹别克斯坦)公
路成为跨越高山、畅通无阻的国际运输
大动脉。吉尔吉斯斯坦不断扩大对华出

口，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已
经走上中国普通百姓的餐桌。吉尔吉
斯斯坦民众喜爱网购，电商为他们提
供了全新的消费体验。

——— 中吉人文交流更加热络。
2018 年，两国人员往来超过 7 万人
次，吉尔吉斯斯坦在华留学生超过
4600 名。吉尔吉斯斯坦开设 4 所孔子
学院和 21 个孔子课堂，中方援建的比
什凯克第九十五中学成为当地最受欢
迎的学校。中吉两国共同举办纪念吉
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诞辰
90 周年系列活动，社会各界反响热
烈。应热恩别科夫总统邀请，中国中央
歌剧院将赴吉尔吉斯斯坦演出中文歌
剧《玛纳斯》。这一两国人民共同拥有
的文化瑰宝再次大放异彩，奏响中吉
传统友好的时代强音。（下转 2 版）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记者
张泉)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
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
见》，激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追
求真理、勇攀高峰，树立科技界广泛
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加快培
育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
神动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尊
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百余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在科学文明与中华传统文化交流
激荡中，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投身
创新报国实践，成为科学家精神的塑
造者、传承者和践行者。他们塑造的
“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彪
炳史册。在改革开放和创新型国家建
设中，科学家精神以其强大感召力薪
火相传并焕发出勃勃生机。

意见要求，自觉践行、大力弘扬新
时代科学家精神。大力弘扬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
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
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面临
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进一步弘扬科
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需要广
大科技工作者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
领科技发展方向，勇做新时代科技创
新的排头兵。

意见明确，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崇尚学术
民主，坚守诚信底线，反对浮夸浮躁、
投机取巧，反对科研领域“圈子”文化。

意见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
建良好科研生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正确发挥评价引导作用，大
力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加强宣传，营造
尊重人才、尊崇创新的舆论环境。

意见提出，力争 1 年内转变作风
改进学风的各项治理措施得到全面实
施，3 年内取得作风学风实质性改观，
科技创新生态不断优化，学术道德建
设得到显著加强，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得到大力弘扬，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
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
身科学的浓厚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汇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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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兴文、
胡锦武、高皓亮、邬慧颖

这里的桥，让远征者跨越汹涌波
涛，到达胜利的彼岸。

这里的桥，见证苦难与辉煌，象征
着民心党心息息相通。

6 月 11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
采访活动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
地——— 江西于都启动。

于都河静静地流淌，当年中央红
军主力出发的渡口旁，一段浮桥无声
地诉说着 85 年前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传扬着“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
亲”的佳话。

桥相连

于都县贡江镇建国路上一处没有
门板的老房子，如今成了游客慕名而

来感受长征的去处。客家老宅内，“两井
三厅”保存完好，进门处却没有门板。这
是红军后人刘光沛家的祖屋。

“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门？”幼年时刘
光沛问，母亲告诉他：“门板被你爷爷拆
下来给红军搭桥了。”

桥，决定着红军的生死存亡。
1 9 3 4 年 1 0 月，在于都河北岸

集结着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
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 8 . 6 万余
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
截，步步紧逼。

桥，承载着军民的鱼水深情。
红军长征出发时，百姓主动送来门

板、床板，甚至寿材，几乎家中所有可用

的木料都用来搭设了浮桥。通过 8 个主
要渡口、5 座浮桥，红军渡过于都河，踏
上了漫漫征途。

于都河，由此有了“长征第一渡”的
不朽名号。

85 年，弹指一挥间。紧挨着“长征第
一渡”，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巍屹
立，述说着苏区军民一心、浴血奋战的峥
嵘岁月。

桥，见证着于都的沧海桑田。
“如今所有渡口都建起了大桥。”从

5 座浮桥到 35 座大桥，2017 年落成的
梓山贡江大桥是最年轻的一座……
1996 年参加工作的于都县交通局干部
丁石荣对于都河上的桥梁如数家珍。

“村里的蔬菜无论是北送南
昌，还是南下广东，能少走 100 公
里路程。”距离大桥不到 10 公里
的于都县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
中，一排排现代化标准蔬菜大棚
鳞次栉比，梓山镇潭头村村支书
刘连云对这座大桥感触最深，村
里建档立卡贫困户 109 户，都参
与了蔬菜产业。

（下转 3 版）

跨越“第一渡”长征出发地“换了人间”

▲ 6 月 11 日，“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西于都举行。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红军长征出发 85 周年。为大力弘
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宣传部 6 月 11
日启动“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
动，参加采访的新闻记者将追寻革命
先辈足迹，回顾长征路上的重大事件，
深入挖掘艰苦卓绝斗争历程中的感人
事迹，以生动鲜活的全媒体报道，展现
长征沿线的历史变迁，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新华
社从 11 日起开设“壮丽 70 年·奋斗新
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专栏，集中
播发我社记者采写的相关报道。今天
推出第一篇《跨越“第一渡” 长征出
发地“换了人间”》。

新华社记者沈锡权、商意盈、马剑

平均每天诞生 602 个市场主体、
109 个有效发明专利……“天堂之城”浙
江省杭州市在创业创新领域展现出强大
的“磁场”，成为一片“双创”热土。

“双创”催生蓬勃发展活力

“我属龙，我超喜欢杭州。”讲一口流
利的中文，来自加拿大的创客尼克·米切
尔如今正在杭州梦想小镇的一处孵化器
中带领一支国际化 VR 开发团队“造
梦”。“企业这几年发展很快，已经拿到了
900 多万元融资，产业前景很好。”

梦想小镇位于杭州余杭区，12 个由
旧时粮仓改建而来的众创“种子仓”已成
为孕育未来的载体。成立 4 年来，梦想小

镇累计引进深圳紫金港创客、良仓孵化
器等知名孵化器，集聚创业项目 1867
个、创业人才 16400 名，融资总额达
110 . 25 亿元。

与余杭区隔着钱塘江南北相望的高
新区，则坚持把高端人才引进和培育作
为首要任务。伴随改革开放步伐两次创
业成功的启明医疗首席执行官訾振军将
第三次创业的落脚点放在杭州，“来了之
后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来杭州
创业。”

10 年来，訾振军和启明医疗一直
在“死磕”国际最顶尖的技术之一———
经导管人工瓣膜。几年来企业发展迅
速，拥有专利 384 项，预计今年在国内
销售可达 3 亿元，目前公司估值超过 8
亿美元。

“双创”正在杭州这片热土催生出

蓬勃活力。杭州持续开展新一轮科技型
初创企业培育工程，着力培育技术水平
领先、竞争能力强、成长性好的科技型
企业群体。截至 2018 年 10 月，杭州市
共认定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9238 家，
科技型初创企业 2929 家，数量保持浙
江省领先。

“只有失败的项目，没有

失败的创业者”

浙江大学毕业的“80 后”海归青年
杨佳威笑称自己一人就占了“两路军”。
他是国际上少数掌握高密度神经刺激器
技术和高分辨率人工视网膜技术的科学
家之一。2014 年 9 月从澳洲回国，带领
团队在杭州未来科技城开始创业。

他的团队研发出目前世界上分辨率

最高的 320 通道视网膜芯片，可以真
正意义上恢复盲人的功能性视力。杨
佳威坦言，选择杭州创业，一方面因为
自己毕业于浙江大学，另一方面是看
重这里宽容失败的氛围。

“只有失败的项目，没有失败的创
业者。”杭州未来科技城招商局副局长
屈永辉说，如果有好的想法，在未来科
技城基本可以做到“零成本”创业，即
便创业失败，政府给予的所有支持也
不会要求偿还。

尊重失败、尊重创新的理念在杭
州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枫惠六和桥
董事长马海邦是杭州一家孵化器的负
责人，他的办公室是创业群体中出了
名的“解忧茶座”。马海邦说，创业必然
优胜劣汰，失败有时候是创业者最好
的教育和成长历练。（下转 6 版）

从“天堂之城”到“双创”热土
来自杭州创业创新的一线报告

记者再走长征路

新华社记者王振宏、丁非白

叫了多少年的摇钱树村，可过
去村里并没有能让村民致富的“摇
钱树”，直到启动了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这山山岭岭才种下了真正的“摇
钱树”。

地处辽东山区的桓仁满族自治县
二棚甸子镇摇钱树村的村民们用自身
的经历，讲述了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故事。

摇钱树村有村民 300 多户，村里
林多地少，山林面积超过 7 万亩，有
成片的原始次生林。2003 年，摇钱树
村和其他三个村子合并为四平中心
村，但当地人还是习惯称这里为摇钱
树村。

“这里雨水充足，植被覆盖率高，
土层厚度适宜，形成独有的小气候，非
常适合人参生长。”二棚甸子镇党委书
记侯广宇告诉记者，从 20 世纪 80 年
代开始，当地村民们就开始人工种植
人参。

当时人工种的是园子参，要大面
积开山栽参，成片的树木被砍倒了。人
工栽种的人参生长期短，产量虽然高，
可品质差，导致市场上供过于求。从
1990 年开始，人参的价格一路下跌，
最低时竟卖到了“萝卜价”。

村民们没有富起来，环境却遭
到了破坏。毁林种参的弊端很快显
现出来，随着植被减少，当地水土流
失严重。“那时候，雨水小的时候，旱
得不行，雨水多的时候，水又大得不
得了，雨水顺着河道东窜西窜，有的
人家房子都被淹了。”当地村民回忆
说。 （下转 6 版）

摇钱树村

终于种下

“摇钱树”

6 月 11 日，施工人员在进行铺轨作业。当日，
郑阜铁路最后一对 500 米长钢轨在安徽阜阳铺设
完成，全线铺轨贯通。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郑阜铁路全线铺轨贯通
6 月 11 日，施工人员在进行连续梁转体操作。

当日，潍莱高铁项目跨海青铁路连续梁转体成功。

新华社记者朱峥摄

潍莱高铁紧张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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