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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 11
日至 12 日在印度金奈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印度总理莫迪就中印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会晤增进中
印战略互信，开拓共处共赢之道。

去年 4 月，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在武汉
成功会晤，引领中印关系步入健康发展的新阶
段。时隔一年多，两国领导人在金奈再次举行非
正式会晤，闲庭信步、纵论天下……在友好气氛

中，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和地区的全局性、长期
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中印关系发
展把舵定向。

正确看待对方发展，增进战略互信；及时
有效开展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了解合作，牢牢
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切实提升军事
安全交往合作水平；深化务实合作，拉紧利益
纽带；丰富人文交流，筑牢友谊根基；加强在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习近平主席在会
晤中提出的这六点建议，从历史角度审视、从
战略高度引领、从现实层面规划中印关系的
长期发展。

金奈会晤取得了丰硕成果。双方加强了
深层次战略沟通，推动了各领域互利合作，促
进了文明间交流互鉴。印度孟买观察家基金

会前任主席库尔卡尼表示，金奈会晤取得巨
大成功，将为未来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带
来长远影响。

中印作为两个十亿级人口大国、两个最
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均处于国
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合作潜力巨
大、空间广阔。两国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
重要和深远战略意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印“龙象共舞”是双方
唯一正确选择，最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最符合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繁荣。

中印双方要就重大问题及时沟通，尊重
彼此核心利益，逐步寻求理解，不断化解分
歧。《印度教徒报》社论就说，一对独特的双边
关系需要独特和创造性的方式管理分歧。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金奈所在的泰米
尔纳德邦，同中国的交往历史悠久。历经上千
年海风吹拂的海岸神庙，印证了两个悠久文
明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流互鉴。印度中国问题
专家苏詹·奇诺伊认为，中印两国必须始终像
历史上那样地紧密共存，两国应该构建更牢
固的互信、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并在各个层面
缔结更深厚的友谊。

中方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印度发
展得好。只要两国坚持高层战略引领，不断相
向而行，聚焦共同利益，中印一定可以成为和
谐相处的好邻居、携手前行的好伙伴，实现中
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记者林昊、袁梦晨)
新华社印度金奈 10 月 14 日电

全球贸易“寒意渐浓”背景下，中国 14 日
发布前三季度外贸“成绩单”——— 进出口总值
22 . 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 . 8% 。世界贸易组
织最新的一个数字则别具深意：前 7 个月中
国外贸总值占全球的份额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0 . 1 个百分点。这 0 . 1 个百分点，看似微不足
道，却凸显了中国外贸的韧劲，凝聚着各类市
场主体和中国政府百分百的努力。

多家权威国际机构近期接连警示，贸易
争端为世界经贸发展带来日渐增多的不稳
定不确定性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
贸前三季度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提质态势，
呈现一般贸易主导作用更加显著、市场开拓
效果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外贸活力不断增
强等特征，难能可贵。

这份外贸“成绩单”，凝聚了各类市场主
体积极开拓市场，主动迎难而上的努力。与之
相伴的，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向高质量发展，各

类外贸市场主体或疾步追赶时代，或健步引
领时代。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企业走在转型升
级的道路上，有一批企业迈向产业链中高端。

一笔笔订单，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是外贸
市场主体奋力拼搏的见证。

这份外贸“成绩单”，印证了中国政府稳
外贸举措取得实效。从完善财税政策、加快
出口退税进度，到强化金融支持、扩大出口
信用保险覆盖面、合理降低保费；从加快发
展跨境电商、加工贸易保税维修等新业态，
到简化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 、压缩通关时
间、降低口岸收费……一系列举措实打实、
硬碰硬 ，为外贸市场主体轻装上阵助力
加油。

这份外贸“成绩单”，还折射出中国外
贸“朋友圈”越做越大。我们看到，中国与欧
盟、东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稳中有进。

与此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贸易也表现亮眼。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
断走实走深，这条“贸易大道”也会越来越
宽广。

疾风知劲草。一个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的中国、一个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中国、一个
“朋友圈”越做越大的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实
现对外贸易稳中提质。

(记者刘红霞)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实现“龙象共舞”复兴两大古老文明

0 . 1 个百分点背后的百分百努力

在武汉军运会主媒体中心 5G 传播
创新实验室展区，在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官方游戏《兵兵突击》中，众多玩家
抢先在线体验参加军运会比赛项目的紧
张与荣耀。

如何玩转游戏拿高分？快扫描
二维码，跟随记者一起来看看吧。

■军运会前瞻：

5G 科技带你酷玩军运竞技

14 日，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
学考察破冰船——“雪龙 2”号正式亮相，
15 日它将起航开启第 36 次南极考察。

想知道“雪龙 2”号长啥样？请
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来了！“雪龙 2”号正式亮相

厉害了！磁悬浮交通系统

“虹轨”亮相江西理工大学

请扫描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报道。

本报评论员韩振

一则《菜市场老太背 LV 装大葱，扯出女儿
奢侈品售假案》的新闻，让重庆渝北区双凤镇派
出所获赞无数。8 月底，该派出所接到来自甘肃
的报警电话，称从重庆购买了冒牌二手包。由于
卖家留的是虚假地址，原本破案几率渺茫，但民
警展现了福尔摩斯式的破案能力……

对于这桩“神案”，有网民总结得很好：真心
想为群众办事，才能成为福尔摩斯。如果缺少责
任意识，办案人员有很多理由让案件无疾而终，

比如报案人提供的卖家电话未实名登记、邮
寄地址系卖家随意编造 、派出所人手不足
等……这些理由符合实情，也算无可指摘。

然而，凡事就怕“认真”二字。虽然假包事
件的涉案金额不高，双凤镇派出所还是立案
了，而且抽丝剥茧般寻找破案线索，一丝不苟
地将多个疑点交织起来，形成一张严密的逻
辑网，并最终由“菜市场老太背 LV 装大葱”

等细节找到了深藏不露的售假窝点。

毫不夸张地说，这才是符合公众期待的
办案态度。

近年来，随着法治观念提升和科技手段
进步，公安部门的执法态度和办案效率明显
提升。但也有少数地方少数人员存在敷衍塞
责的情况，公众有所求，办案人员却“踢皮
球”。有时候，公众正当的维权诉求得不到回

应，只能转向私力救济，以网络舆情倒逼职能
部门回应。

但是，这种被舆情倒逼出来的应对是非常
被动的。诸多案例反复证明，有时即便是一件
普通的案件，一旦被放置于舆情旋涡之中，也
很容易导致过度联想甚至谣言漫天，让原本简
单的事情复杂化，甚至损伤政府信用。老百姓
变成“老不信”，“塔西佗陷阱”正因此产生。

群众利益无小事。看似毫不起眼的小事，

如果不能及时化解，也可能演变为大事；为规
避麻烦而敷衍公众，一定会有更多麻烦找上门
来。事实上，很多小事恰恰是引发舆论连锁反
应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重视每一件小事、每
一个小案子，就等于从源头上化解了大隐患。

执法部门的工作态度，直接决定公众对公
平正义的感知。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摊上

“大案要案”的几率很小，买到假包希望维权、
被人骗钱想挽回损失、遭遇欺负想讨公道等
“小事”，才是自己可能与执法部门打交道的场
景。能否重视“小事”，直接关系到群众口碑。

谈论重庆这桩“神案”，不由得想起前段
时间同样发生在重庆的“掌掴保时捷女车主”

事件。当时一度谣言满天飞，但重庆市渝北区
公安分局详细的调查结果一出，几乎起到了
一锤定音之效。从“教科书式通报”到“福尔摩
斯式破案”，可能是巧合，或许也有几分必然。

与群众打交道时，公职人员一丝一毫的懈
怠和疏忽，都逃不过大家雪亮的眼睛；同样，他
们一点一滴的细心和细致，也必将被群众所洞
悉和赞赏。只有思想认识到位了，态度才能到
位，作风才能到位。重庆警方以生动的案例给
大家上了一课，这堂课的名字叫“不忘初心”。

“福尔摩斯式破案”获赞的启示
如 何 把 书 库 变“聪 明”

苏州这个图书馆给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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