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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9 月 19 日电（记者于长
洪ʩ柴海亮ʩ勿日汗）内蒙古的九月，不仅是收获
的季节，也是民族团结进步月Ɉ作为我国最早成
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70 多年来，在党的民族
政策的照耀下，被称为“模范自治区”的内蒙古
始终保持着各民族和睦相处ɇ和衷共济ɇ和谐发
展的良好局面，平等ɇ团结ɇ互助ɇ和谐的民族关
系日益巩固Ɉ

文化认同培植民族团结坚实根基

在草原城市锡林浩特，几乎每个人的清晨
都是被几碗热气腾腾的蒙古奶茶唤醒，35 岁
的汉族市民李想也不例外Ɉ产自湖北的砖茶熬
成茶汤，加入内蒙古草原的牛奶，再搭配蒙古
族奶食ɇ肉食和汉族传统面食ĔĔ这是这户汉
族家庭每天的早餐，也是这座多民族杂居城市
很多家庭的早餐Ɉ“喝早茶了吗？”是这里的人
们早晨见面后的标准问候语Ɉ几百年前汉族茶
文化与蒙古族游牧文化相融产生的蒙古奶茶，
如今已是内蒙古很多地区人们共同的生活
习惯Ɉ

“内蒙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加强各民族交往ɇ交流ɇ交融，鼓励和引
导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ɇ中华民族ɇ中华
文化ɇ中国共产党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Ɉ”内蒙古自治区民委主任奇锦玉说Ɉ

在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鄂温克族歌唱家
其其格玛的歌声与蒙古族音乐家那日苏的马
头琴旋律碰撞出独特的“火花”，让台下的国外
听众领略了中国音乐的魅力Ɉ安达组合，这个
由鄂温克族ɇ蒙古族艺术家组成的原生态音乐

组合，唱着内蒙古多民族的古老民歌，走进
世界 30 多个国家，被音乐界公认为是中国民
族音乐走向世界的成功案例Ɉ

多民族文化和谐共存得益于内蒙古扎
实推进的民族团结教育，它让民族团结的
种子深深扎根于各族群众心中Ɉ内蒙古中
小学生新学期第一课均有民族团结教育的
内容，所有高校大一开设公共课《民族理
论》，每年九月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已连
续举办 36 年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金炳镐
说：“内蒙古是全国最早进行民族理论政策
普遍教育的地区，这对建立各民族之间相
互尊重ɇ平等对待理念起到重要且长效的
作用Ɉ”

共同发展让民族团结之花竞

相绽放

“湖水平静，鸿雁就平安”，生活在内蒙古
的人们深知这句蒙古族谚语的道理Ɉ在安定
团结的沃土上，民族团结之花竞相绽放，每一
个民族都迎来了黄金发展期Ɉ

最好的民族团结就是共同发展Ɉ多年
来，内蒙古始终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发展上，
并将发展成果化为各族人民福祉Ɉ70 年来，
内蒙古经济总量由 1949 年的 7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 . 7 万亿元，增长 595 倍；人均
GDP 由 1949 年前的 120 元增加到 6 . 8 万
元，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内蒙古贫困人
口已减至 1 5 . 2 4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到
1 . 06% ĔĔ

发展的红利转化成为各族群众心中满满

的获得感，让他们对安定团结倍感珍惜Ɉ有着
欧洲人的面孔ɇ说着地道东北话的孙梅是俄
罗斯族，生活在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
族乡Ɉ9 年前，在国家兴边富民行动ɇ扶持人
口较少民族政策的支持下，她与当地很多俄
罗斯族人一样，办起俄罗斯特色民宿，从此彻
底摆脱贫困Ɉ她说，经营民宿政府给启动资
金，孩子上学不收费，生病报销医药费，改危
房ʗ建新房都有国家补助ſſ当下是获得感
和幸福感最强的时代，希望以后的日子就这
样太平ɇ富足Ɉ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内蒙
古的发展提供保障Ɉ内蒙古通过地方立法使

《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多项自治权落到实
处；制定一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地方性法
规，如《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在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ɇ鄂温克族自治旗ɇ鄂伦春
自治旗，3件自治条例和 30 多件单行条例全
面保障这 3 个人口较少民族充分行使自治
权；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成
为党和政府联系各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
纽带Ɉ

守望相助让各民族如石榴籽

般抱在一起

内蒙古 1/8 以上的家庭是多民族混合家
庭，“民族团结户”随处可见ʘ正是一个个汇聚
民族团结大爱的小家庭，让中华民族大家庭
如石榴籽般紧紧抱在一起，如吸铁石般牢牢
吸在一处Ɉ

陈巴尔虎旗回族企业家夏民山有一个由

回ɇ汉ɇ蒙古ɇ达斡尔ɇ鄂温克ɇ满 6 个民族组
成的 45 口人大家族Ɉ精致的穆斯林绣花帽ɇ
华丽的蒙古袍ɇ庄重的鄂温克袍ɇ艳丽的达斡
尔绣花坎肩ĔĔ他家的家庭聚会上，各民族
服饰争奇斗艳，各民族语言汇聚一堂，其乐
融融Ɉ

在夏家每一位成员心中，守望相助不是
空洞的口号ɇ宏大的话题ɇ悬挂的奖章，而是
根植于一言一行的点点滴滴Ɉ夏民山的大哥
制作了一辈子蒙古包和牧业生产工具，是当
地蒙古族和鄂温克族牧民最信赖的铁匠；妹
妹经营着一家牛肉干店，是蒙古族朋友教会
她制作技艺；夏民山的食品厂失火后，来自不
同民族的朋友伸出援手，俄罗斯族的朋友还
给他介绍列巴加工工艺，帮助他尽快恢复生
产ĔĔ

“内蒙古积极构建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
构和社会环境，创造共居ɇ共学ɇ共事ɇ共乐的
社会条件，使各族群众交真心朋友ɇ做和睦邻
居ɇ结完美婚姻，手足相亲ɇ守望相助，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Ɉ”奇锦玉说Ɉ

在内蒙古，各民族间的守望相助有着悠
久的传统Ɉ为发展航天事业，额济纳旗的蒙古
族牧民三迁家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遭
遇饥荒时，蒙古族牧民敞开胸怀接纳来自全
国各地的 3000 多名孤儿；在乌兰浩特市三合
村，朝鲜族把种水稻的技术传授给蒙古族，蒙
古族把养畜的本领教给朝鲜族，共同致
富ĔĔ

70 多年来，团结互助的基因在内蒙古一
代一代传承，激励着草原儿女积极投身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Ɉ

石 榴 花 开 满 园 芬 芳
探寻“模范自治区”内蒙古民族团结的“密码”

▲章恊如（右）在给学生们总结训练中的问题（9 月 17 日摄）ʪ
今年 78 岁的章恊如是江西省定南县足球训练中心的一名足球教练员ʪ每天下午 5 点，作为这

里最年长的教练员，为当地青少年提供专业免费的足球训练以及场地ʪ章恊如自幼热爱足球，1959
年成为一名专业足球运动员ʪ2001 年，退休后的章恊如依然活跃在青少年足球教育事业中ʪ
2018 年 11 月，章恊如受邀到定南帮助当地青少年进行足球训练ʪ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 9 月 19 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在庆祝活动上介绍自己的学校ʪ
当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举办纪念建校 110 周年活动，全校师生及校友通过校庆祝福快闪ʩ

放飞远大梦ʩ听老校友讲校史等活动为母校庆生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前身为 1909 年“京师女子
师范学堂”所建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堂”，1955 年启用现名ʪ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百年小学 “足球爷爷”

新华社长沙 9 月 19 日电（记者史卫燕）白
云倒映碧波，由优美的三座桥塔拉起的浩吉铁
路洞庭湖大桥矗立在洞庭湖入长江口，向远处
绵延开去Ɉ19 日，新华社记者来到即将开通的
浩吉铁路洞庭湖大桥“探班”，感受到的是扑面
而来的科技ɇ生态ɇ人文之美Ɉ

浩吉铁路途经内蒙古ɇ陕西ɇ山西ɇ河南ɇ湖
北ɇ湖南ɇ江西 7省份，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
最长的重载铁路ʗ国内规模最大的运煤通道，被
誉为“钢铁长龙”Ɉ而具有多项“世界第一”ɇ施工
难度极大ɇ施工条件极其复杂的洞庭湖大桥，堪
称这条“长龙”身上的“明珠”Ɉ

站在洞庭湖畔，中铁大桥局浩吉铁路洞庭湖
大桥项目部总工程师贾卫中指着银光闪闪的钢
桥，眼中满是骄傲Ɉ他告诉记者，大桥正桥全长达
1290 . 24 米，创造了世界同类桥梁中多项第一，
如世界上首座重载铁路三塔斜拉桥ɇ世界上跨
度最大的铁路三塔斜拉桥等Ɉ它还是国内首座
采用中塔稳定索的铁路桥Ɉ

洞庭湖大桥重载能力十分突出，可承载 1
万吨荷载，满足重载列车 120 公里运行时速ʘ

满满的“中国智慧”背后是科技创新的强力
支撑Ɉ截至目前，洞庭湖大桥共申报国家专利
12 项，其中发明专利 9 项，已授权 5 项，实用新

型专利 3 项，已授权 2 项Ɉ
洞庭湖大桥北岸地面被芦苇等植被覆

盖，南岸为渔场，为避免沿线湿地生态系统退
化ɇ蓄洪泄洪能力下降等问题，项目部建立环
境ɇ水资源保护等工作组织机构，明确管理人
员职责，严格规范施工工作Ɉ

洞庭湖湿地生物资源丰富，在这里，项目
部工作人员既是大桥的建设者，也是野生动
物的保护者Ɉ

洞庭湖大桥项目部安全环保部部长姜鹏
告诉记者一个故事Ɉ麋鹿，是珍贵的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Ɉ2016 年夏，一只迷路受伤的成年
麋鹿闯进了项目部的拌和站试验室Ɉ为防麋
鹿再次走失受到伤害，项目部临时搭建围挡
并安排专人看守保护Ɉ在工作人员的细心照
料和专业机构的救护下，受伤的麋鹿最终恢
复健康，重归自然Ɉ

“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
设施，浩吉铁路将搭建ź北煤南运Ż绿色战略
运输新通道，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将大大提高湖南等地沿
线人民生活水平Ɉ浩吉铁路开通之后，洞庭湖
大桥这颗ď明珠Đ必将绽放璀璨的光芒Ɉ”浩吉
铁路公司湘赣指挥部指挥长贾康田说Ɉ

“中国智慧”擎起洞庭湖“钢铁长龙”多项世界第一
探访即将开通的浩吉铁路洞庭湖大桥

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
是展现大国风范的纵身一跃Ɉ首都北京打
造开放高地，勇于担当作为，在京华大地
奏响的华美乐章，更是中国推动高水平开
放，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注脚Ɉ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Ɉ
中国正拥抱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首都北
京的开放之路也折射出一个更加自信的
中国Ɉ

塑造服务业开放新格局

6 月，环球融讯网络技术服务（中国）
有限公司在京注册成立，该公司是环球同
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在华设立
的全资子公司，也是在中国的唯一子
公司Ɉ

作为一个国际银行同业间的国际合
作组织，目前全球上万家金融机构和企业
用户使用 SWIFT 系统进行金融报文传
送Ɉ中国公司的成立彰显了中国金融业对
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也是北京服务业扩
大开放试点的最新成果之一Ɉ

2015 年，北京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
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在科学技术服务ɇ互
联网和信息服务ɇ金融服务ɇ文化等领域，
多项外资准入门槛降低，审批手续进一步
简化优化ɇ服务监管模式进一步变革Ɉ

搭建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平台，创新融
资服务模式，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供给；
创新机制体制，推动“一窗受理”改革，实
施外贸领域“十五证合一”；8 大领域开放
三年行动计划发布实施ĔĔ一系列“京
味”改革正不断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塑造服务业开放新格局Ɉ
服务业扩大开放让全球高端资源在

京大量聚集Ɉ国际评级机构穆迪ɇ标普ɇ惠
誉在京新设法人主体；法国电力集团ɇ日
本丰田金融服务株式会社ɇ戴姆勒（中国）
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在京新设投资性公
司ĔĔ

经第三方机构评估，北京探索的全市
域开放模式，在服务业扩大开放ɇ服务贸
易便利化ɇ优化开放型营商环境等方面形
成了 70 多项全国首创或效果最优的开放
创新举措Ɉ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刘梅英说，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北京的对外开放蹄疾步稳ɇ成效显著，现在年实际
利用外资已经跨过 160 亿美元大关；2018 年服务贸易进出
口额突破 1 万亿元，年均增长 10%左右，占全国的 1/5Ɉ

探索区域协同开放新路径

天安门正南 46 公里，被誉为“金凤凰”的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已经竣工，即将展翅高飞Ɉ

8 月 31 日，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
在这里正式挂牌，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市的自贸区试验
片区，这里将是北京服务全国ɇ服务京津冀发展的新机遇，
承担着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聚集新产业ɇ新业态ɇ
新模式的历史性重任Ɉ

在 19 . 97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航空物流ɇ航空科技ɇ融资
租赁等产业正在重点培育，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ɇ国家航
空科技创新引领区ɇ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蓄势待发Ɉ

新任务新挑战接踵而来：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投资贸易
管理体制，深化投资领域改革，深入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
式，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落实“证照分离”改革，为
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制度创新ɇ管理创新ɇ服务创新的先
行先试机遇，为服务北京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Ɉ

北京市大兴区区长王有国表示，大兴机场片区北京行
政区域将适用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北京市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外资准入政策Ɉ外资准入政策的
叠加将有利于大兴机场片区（北京大兴）打造一个更加宽松
的外资准入门槛ɇ更加开放的服务平台Ɉ

商务部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崔卫杰说：
“这是自贸试验区首次跨省（直辖市）设立，是在区域协同发
展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Ɉ”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Ɉ
当下，自贸区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探索的路径越来越

宽，扎实有力的举措正推动北京对外开放再上新台阶ɇ开创
新局面，京南正在国家开放发展的历史大潮中披荆斩棘ɇ破
浪前行Ɉ

构建高技术人才聚集区

2018 年，旷视科技的科学家孙剑第一次参加职称申
报，就成功获评正高级工程师Ɉ对企业科研人员来说，从初
级职称到正高职称，通常需要十几年的时间Ɉ为了进一步吸
引高端人才，北京探索实施高端领军人才职称评审“直通
车”模式，将原来的“爬楼梯”式的逐级晋升变为“坐电梯”式
的一步到位ʘ

梧桐成林，引来凤凰栖居Ɉ
北京市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工作，制定了吸引人才来京

创业的相关政策Ɉ加强国际人才教育，为各类优秀人才提供
更多“人才服务包”，打造国际一流人才发展环境，人才服务
内容进一步拓展，创业创新环境也不断优化，让广大人才潜
心研究ɇ安心创业，高端人才聚集的效应初步显现Ɉ

近年来，北京市有关部门广泛调研走访了多家新型研
发机构和民营高科技企业以及部分高校院所离岗创业人
才代表，汇总各类人才需求，制定“人才服务包”并进行反
馈，同时建立重点服务对象台账，对战略科学家等高层次
人才建立了“一对一”联系服务机制Ɉ

针对外籍人才，北京市丰富了外籍人士申请绿卡的通
道，外籍高层次人才ʗ外籍管理和技术人才ʗ外籍创业团队
成员等都可以通过直接申请或者积分评估等方式获得“中
国绿卡”，审批时限缩短了一半；对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企
业选聘的外籍人才，提供居留许可和签证方面的便利Ɉ根据
相关统计，2016 年以来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籍高层次人
才，超过之前 10 年办理的总量ʘ

在国际人才教育培养方面，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提供的
数据显示，服务国际留学生在京创新创业的“藤蔓计划”项
目，目前已有超过 9000 名国际留学生ɇ500家中外企业积
极参与，帮助 1200 余名国际青年学生获得实习机会Ɉ北京
还将在部分高校支持开设 774 门课程，服务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人才培养ɇ汉语教学ɇ文化研究等Ɉ

栉风沐雨ɇ砥砺奋进Ɉ踏着深化改革的有力节拍，迈着
对外开放的坚定步伐，北京正在更宽领域ɇ更深层次扩大开
放，以高水平的开放赢得高质量的发展，为实现首都城市战
略定位ɇ建成更高水平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提供基础
保障和战略支撑，谱写新时代开放的壮丽篇章Ɉ

(记者孔祥鑫ʩ吉宁)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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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9 月 19 日无人机拍摄的浩吉铁路（原蒙华铁路）洞庭湖大桥ʪ新华社发（陈思汗摄）

新华社上海 9 月 18 日电（记者张建松）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正在上海举行Ɉ在
中国科学院展区，一排被放置在玻璃罩里的珍
贵展品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Ɉ原来，它们
就是让嫦娥四号“明眸善睐”ɇ精准探月的“太空
神器”Ɉ

在举世瞩目的嫦娥四号探月工程中，中科
院多家研究机构都承担了研制任务Ɉ由中国科
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制的“月背软着陆

激光导航避障敏感器”，是荣获本届工博会大
奖的优秀展品Ɉ

玻璃罩内的这件深灰色设备，看上去虽
然其貌不扬，功能却很强大Ɉ它是国际上首
次投入月背区域软着陆任务的高精度实时
导航与三维避障载荷，成功保障了嫦娥四号
在月背南极-艾特肯盆地冯g卡门撞击坑区
域安全着陆，主要技术指标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Ɉ

今年 5 月 16 日，在嫦娥四号成功降落
到月球背面 4 个多月后，我国科学家通过分
析嫦娥四号发回来的探测数据，首次证明了
月背南极-艾特肯盆地存在以“橄榄石”和
“低钙辉石”为主的深部物质，这为解答有关
月幔物质组成的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为完
善月球形成与演化模型提供了支撑Ɉ这一
科学发现的“功臣”ČČ先进的红外成像光
谱仪，也在工博会上首次与公众见面Ɉ

在此次工博会上，中国科学院围绕
“区域创新，协同发展”主题，共向公众集
中展示了 3 7 家单位的 1 1 0 余项创新成
果Ɉ其中，“月背软着陆激光导航避障敏
感器”和“新一代全景动态 PET-CT”2 项
成果分别荣获中国工博会大奖；“ FAST
用大芯数ɇ超稳定ɇ弯曲可动光缆”和“大
尺寸高性能红外玻璃”2 项成果分别荣获
中国工博会新材料专业奖Ɉ

助力嫦娥四号精准探月，这些“太空神器”亮相中国工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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