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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承载中国向
西开放任务的国家级交流平台第五届
中国-亚欧博览会，目前正在乌鲁木齐
举办。

中国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
政要嘉宾在此凝聚共识，谋求良策；57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企业界人士正
洽谈合作，寻找机遇；各行各业的专家
学者融通智慧，建言献策。

“全新升级版”的中国-亚欧博览
会，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活力，成为
沿线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完善治理体系

的重要平台。

互联互通水平明显提升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开
幕式上说，中国-亚欧博览会是中国
政府实施积极开放战略的重要举措，
已成为促进亚欧各国交流与合作的
重要平台。今年上半年，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 4 4 6 1 亿美
元；自倡议提出至今年 7 月，中国对
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达 5 1 1 亿美元，
新签承包工程合同 1 . 2 5 万份，中国
企业在相关国家建设的经贸合作区

达 52 个。
出席开幕式的塔吉克斯坦总理科

希尔·拉苏尔佐达说，中国-亚欧博览
会的影响力逐年增加，推动了广大亚
洲、欧洲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 21 世纪重大核
心项目，符合沿线各国和所有参与者
的利益。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
亚美尼亚副议长埃尔米奈·纳戈达
良……来自亚欧多个国家的政要嘉宾
深入交流，达成新的共识。他们认为，
三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
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当前，

“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向落地生根、深耕
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展现出巨
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就在高层论坛的一侧，面积达 14
万平方米的亚欧博览会全新展厅中，
全球 2000 多家参展企业集体“亮相”。
在靓丽大气的“德国精品馆”，40 个知
名品牌的展品“坐着”中欧班列、沿着
亚欧大陆桥远道而来，希望拓展德中
经济贸易合作新渠道。来自中亚国家
的农副产品、中美洲的轻工产品、欧洲
的农业技术……各具特色的展区展品
让 5000 余名专业观众和采购商目不
暇接，兴奋激动。 （下转 2 版）

“全新升级版”亚欧博览会

为“一带一路”注入新活力

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新华社评论员

改革永不停顿，发展永无止境。自 2013 年 12
月 30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到今
天，已满整整 1000 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一轮改革大潮激荡神州
大地，中国巨轮在劈波斩浪中开启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新航程。

回首这 1000 个日日夜夜，改革的鼓点催人
奋进，改革的成就鼓舞人心。截至目前，中央深
改组共召开了 27 次会议，审议了 162 份改革文
件。近三年时间里，各领域标志性、支柱性改革
任务基本上已经推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的主体框架正在逐步确立。改革举措数量之
多、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触及之深前所未有，不
断夯基垒台、积厚成势，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
化。这段不平凡的历程，为下一步深化改革创造
了良好条件，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改革大
业提供了深刻启示。

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
是既得利益。既需要坚定决心和果断勇气，也
需要系统谋划、科学方法。从提出改革任务、制
度建设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聚焦、向构建发展
新体制聚焦的“两个聚焦”，到指明改革要有利
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的“两个方向”，从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推进改革，到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
互动，谋划改革精准发力、精准落地……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大事，
就如何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
改革破局开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思想动
力。“一了千明，一迷万惑”，正是因为有正确的
方向指引，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改革才能涉
险滩、动奶酪、啃硬骨头，突破了一些过去认为
不可能突破的关口，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解决
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取势，又要取实。沙滩
上建不起高楼，没有求真务实的态度、狠抓落实
的干劲，再好的改革举措也难以落地生根。纵观
中央深改组 27 次会议，“以真抓促落实、以实干
求实效”“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等要求
一以贯之，这是改革得以不断推进的关键所在。

从倡导领导干部做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到突
破“中梗阻”，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从提出抓
主体责任、抓督办协调、抓督察落实、抓完善机
制、抓改革成效、抓成果巩固的“六个抓”要求，
到部署“三督三察”的改革督察工作，中央深改
组始终把抓落实放在深化改革的突出位置，为
推进改革不断注入真抓实干的正能量。

以人民为中心，是改革的根本依靠所在，
也是最终归宿所在。近年来，“获得感”一词成
为深化改革的独特标识。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
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重要评
价标准，温暖了人心，更凝聚了力量，凸显改革
的民生情怀。无论是户籍制度改革破冰，还是
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改革，无论是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还是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近年
来，中央深改组会议共审议了 40 多份涉及社会事业、民生发展的文件，一系
列针对民生焦点、难点、痛点的改革举措相继出台，补短板、解疾苦，不断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让改革对接民众所需、民心所盼，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改革不断深化的力量之源。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
槃的决心，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
盾，把改革进行到底。”在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宣示中国深化改革的
决心与意志。让我们以真刀真枪、大刀阔斧的气势，以步步为营、久久为功的韧
劲，不断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
梦的新航程上勇立潮头、扬帆致远。 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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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2016 第 19 届旅游风筝会暨上海市
第二届市民运动会风筝总决赛在奉贤海湾风筝放飞
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新华社加拿大蒙特利尔 9 月 23 日
电(记者王慧慧、尚军)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当地时间 23 日中午在蒙特利尔会议
中心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共同出席第
六届中加经贸合作论坛并发表致辞。中
加两国工商界人士 700 多人出席活动。

李克强表示，中加总理在一个月内
实现互访，取得丰硕合作成果，反映出
中加战略伙伴关系的热度，也预示着两
国全方位友好合作的光明前景。双方决
定增强政治互信，本着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长期健康

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扩大各领域交流
与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为
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政治保障。

李克强指出，中加经济互补性强，
目前双边贸易额同双方在全球经贸格
局中的地位并不相称。此访期间，两国
总理就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规模达成
共识，并同意尽早启动中加自贸区可行
性研究，这不仅有利于扩大中加经贸合
作，也是向国际社会发出推动贸易自由
化、投资便利化的明确信号，提振全球
经贸发展信心。两国已签署内容广泛的

双边投资协定。中方欢迎加拿大企业赴
华投资，扩大金融、能源、民用航空、通
讯、环保、冬季体育等领域合作，同时鼓
励中国企业赴加投资，参与基础设施、
能矿、农业、服务业等领域合作。双方可
发挥互补优势，在航空、铁路、核电等领
域开展产能合作，将中国高性价比的产
能同加拿大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增强国
际竞争力，拓展第三方合作，实现多赢。
希望加方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支持双
方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商业惯例开
展国际合作。

李克强强调，当前全球经济复苏
乏力，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面对较大的
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创新宏观调控方
式，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培
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使中国
经济在加快转型升级中平稳增长，增速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们有
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任务，让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
高端水平。 （下转 2 版）

李克强与特鲁多共同出席第六届中加经贸合作论坛并致辞时强调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人类关于宇宙新知的探索又迈进了
一步。

25日，有着“超级天眼”之称的 500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将在贵州平塘的喀
斯特洼坑中落成启用，吸引着世界目光。

1609 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用自
制的天文望远镜发现了月球表面高低不
平的环形山，成为利用望远镜观测天体
第一人。

400 多年后，代表中国科技高度的
大射电望远镜，将首批观测目标锁定在
直径 10 万光年的银河系边缘，探究恒星
起源的秘密，也将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
下新的刻度。

“发现”的高手

大射电成我国天文学跻身世

界一流的突破口

宇宙到底有多大？这是人类秉承探
索发现的天性不断追寻的问题。在发现

未知地带的征程中，中国天文人将不畏
艰苦、不断创新，奏响探索宇宙的新畅
想曲。

望远镜“锅盖”越大越灵敏，500 米
的“超级天眼”究竟有多灵敏？科学家打
了个比方，有人在月亮上打手机，也逃

不过它的“眼睛”。
而对老一辈天文学家来说，拥有这

样的望远镜一直是个梦。我国天文学长
期落后，主要受制于望远镜设备。

二战后射电天文学方兴未艾，接连
涌现类星体、脉冲星、星际分子和微波背

景辐射四大天文发现，而我国在这一领
域却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走过蹒跚学步、仰望西方强国的阶
段，近年来我国陆续建成 5 座射电望远
镜，口径从 25 米到 65 米不等。不过，与
美国的 305 米口径和德国 100 米口径射
电望远镜相比，我们的射电望远镜观测
能力还比较有限。

“天文设备按国际惯例都是开放的，
但中国人要独立申请使用国外望远镜比
较难。国内外设备差距比较大，缺乏平等
合作的基础。”国家天文台“百人计划”研
究员、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
科学部主任朱明说，只有走自主研制之
路，才可以扭转这一局面。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建
成，将为我国天文学跻身世界一流创
造条件。”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
表示。 （下转 3 版）

给我一双“慧眼”，把这星空看明白
“超级天眼”的探索与追问

▲ FAST（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全景(9 月 7 日摄)。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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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9 月 24 日新媒体
专电(记者惠小勇、童方)在红军经
过的长征路上，陆续建起了许多纪
念馆，有一座纪念馆专为一名青年
战士设立。

这位 20 岁出头、名叫胡长保的
小伙子，留下的记载并不多，他的家
人至今没有联系上，但这些都不影
响人们对他的缅怀。在他牺牲的四
川省荥经县，于 2005 年为他建立了
一座纪念馆。

走进荥经县小坪山烈士陵园，
玫红色的紫荆花瓣洒落在胡长保
的墓地上，陵园工作人员正在清扫
路面，为将于 9 月 30 日“国家公祭
日”举行的纪念活动做准备，胡长
保纪念馆就在墓地不远处。

通过纪念馆里陈列的胡长保
简要事迹和相关图文资料，记者在
尘封已久的往事中寻到了各界人
士深深怀念他的原因——— 在突破
大渡河峡谷多个天险之后，1935
年 6 月 2 日，红军总部从化林坪出
发进入荥经县境，途中不断遭到敌机轰炸。路过茶合岗时，三架敌机从水子地
方向飞来，在军委警卫营上空来回盘旋扫射轰炸。据时为警卫营战士的陈昌
奉在《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中回忆道：“他们随毛主席刚走到一片较开阔的
竹林，几颗炸弹就带着尖利的啸叫声投下来了，危急时刻，警卫班长胡长保腾
空飞起扑向主席。爆炸声过后，大家看见满身是土的胡长保双手紧捂着肚子
躺在地上，炸弹片深深地打进了他的肚子。” （下转 3 版）

长征路上有座纪念馆

为一位红军战士专设

▲胡长保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惠小勇摄

当地时间 9 月 23 日，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抵达蒙特利尔后，在加拿大总
理特鲁多的陪同下，前往“加拿大人”冰
球队的主场贝尔中心参观访问。两国总
理共同为华裔青少年冰球小球员举行
的训练表演赛开球。

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李克强与加拿大总理特

鲁多共同到访蒙特利尔“加拿

大人”冰球队

△李克强寄语加拿大华侨

华人：欢迎投资投智，参与中

国创新发展

△李克强分别会见加拿大

魁北克省省长库亚尔、蒙特利

尔市市长科德尔

■标题新闻

第五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目前正在乌鲁木
齐举办。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展位前，演员在表演歌
舞（9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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