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磁场倒转的时候，什么因素会诱
发生物大灭绝？10 年前一个冬夜，当我站在
窗前看雪花飘落时，突然顿悟，我要找的答
案在火星上。”10年前，当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勇决心到德国深
造、研究火星时，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

“当时，中国的火星领域研究几乎是空
白。”魏勇说，只有自己的导师万卫星坚定
地支持他走出去。

而今，昔日的冷板凳坐成了热板凳。
2016 年，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火
星探测任务正式立项；2020 年 7 月 23 日，

“天问一号”探测器飞向太空，迈出了中国
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深空探测看当代，行星科学靠未来。”
回想起导师的支持和嘱托，魏勇倍有感触。
作为“天问一号”首席科学家，万卫星在“天
问一号”发射之前因病离世。但是在他的身
后，已有更多“后浪”奔涌而来。

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十三五”时
期，中国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一批“国之重器”纷纷亮相——天空之
上，“嫦娥”“玉兔”奔赴广寒，国产大飞机自
在翱翔，北斗卫星精确导航；海洋之中，“蛟
龙”“天鲲”各显神通，“奋斗者号”万米深潜，

“双龙探极”助力科考……
5 年来，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 55.3%

提升到 59.5%，在全球 131 个经济体创新能
力排名中升至第 14 位。创新，正成为引领
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

多年来，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
术学院院长黄志伟一直坚持着“711”的生活
方式——从早晨 7点工作到晚上 11点。他长
期从事免疫与感染疾病领域的基础研究，近
年来在 T细胞受体复合物的分子组装、适应
性免疫机制等方面作出了诸多领先成果。

“做基础研究可能耗时很久，甚至需要
坐很长时间的冷板凳。但我们国家面临的很
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源就在于基础科
学。如今中国科学家有了更好的资源和条
件，可以静心探索，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原创
成果，为世界、为人类所用。”黄志伟说。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5 年
来，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已从2015年的716亿

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335.6 亿元，年均增幅
达16.9%。2019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全
社会研发投入比重首次达到6%。

在源头活水的浇灌下，“十三五”期间，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铁基高温超导、克隆猴等一
批重大创新成果在中国竞相涌现；中国国际科
技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二
位；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世界首位……

2020年5月27日，中国2020珠峰高程测
量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一直关注登山队进
程的“无腿勇士”夏伯渝格外激动。“这次登
顶测量使用了我们自己的北斗导航系统和
5G技术，很让人振奋！”夏伯渝说。

45 年前，夏伯渝和队友在珠峰北坡“第
二台阶”搭建了“中国梯”，为世界登顶珠峰
打开通道。如今，“十三五”期间中国科技的
硬核成果，正在为世界搭建更多通往顶峰的

“中国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建成开通，全球都能享受到中国北斗高质量
的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嫦娥五号飞往月
球进行无人采样，已有不少国外科学家和
航天机构提出，希望利用中国获得的月球
样品开展研究；国产大飞机 C919 一飞冲
天，国内外客户达28家；500米口径球面射
电望远镜 （FAST） 即将向全球科学家开
放，成为天文领域的“世界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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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十三五··中国印象中国印象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6日宣布：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将于11月27日在广西南宁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视频致辞。

新华社北京11月26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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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在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日前，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
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 《建议》），对此以
专门一个部分进行阐释，并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蓝图宏阔，催人奋进，给
人力量。

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命题、
重要目标。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
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化强国，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题中应有之义。伟大事
业需要文化助力。即将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然需要强大的价
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的支

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
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
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
化是重要力量源泉。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无比宽广。

这是建设文化强国新征程的响亮号角、
前行航标。

航向标定，方能行稳致远。规划 《建
议》 专门用一个部分对文化建设进行部署，
为今后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

上，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
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文明程度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健全，一幅文化繁荣、文明兴盛的生
动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这是固本开新、打开文化建设新局面的
实践路径。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十四五”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
期，文化建设理应迈出坚实步伐、笃定向
前。对此，规划 《建议》提出明确要求。在提
高社会文明程度方面，提出要推动理想信念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等。在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方面，提出要全面繁荣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等。在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方面，提出要
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

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等。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十三五”时

期，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文
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开创党和国家事
业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正能量。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我们底气十足，必将以更加自信昂
扬的姿态，在建设文化强国新征程上奋力前
行，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汇聚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奋力前行，建设文化强国
■ 赖 睿

邕江之畔，山海之约。11 月 27 日至 30
日，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盛
会将为全球经济复苏增添亮色。16 年来，这
一盛会始终围绕推动中国—东盟友好合作这
一宗旨，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增进交流，
服务范围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向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拓展，不断推
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经贸合作走向纵深

本届盛会将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共
兴数字经济”的主题，通过展览、论坛等一
系列活动，深化经贸、数字经济、科技、卫
生等多领域合作，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建设迈上新水平。

“中国市场广阔，博览会一直以来为马来
西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
渠道和平台。”马来西亚驻南宁总领事馆总领
事阿兹利米·扎卡里亚说。

前 16 届盛会共吸引 83.2 万名中外客商参
展参会，在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国
际产能合作、跨境园区建设等方面取得突出
成效，成为中国与东盟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
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但中国与东盟经贸合

作仍保持稳定增长，前 10 个月双方贸易额同
比增长 7%，实现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
历史性突破。

“疫情下，我们感受到东盟与中国作为友
好邻居的亲切关系。”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总
领事黄玉荣表示，疫情冲击下，中国与东盟
合力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助推中
国—东盟经贸合作稳定增长。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说，本届博览会
实体展规划总面积 10.4 万平方米，总展位数
5400 个。“云上”参展企业 1500 多家，其中，
国内企业1200多家，国外企业300多家。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雷表
示，本届盛会上线“云上东博会”平台，通
过线上线下结合，形成“1+1＞2”格局，更
好地服务双边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且
线上平台今后将常态化运行，打造“永不落
幕的东博会”。

数字互联更加顺畅

不久前，超过35万个品牌及商家参与东南
亚主流电商平台Lazada（中文名：来赞达）的“双
十一”狂欢购物节，数千家新品牌在这场年度
购物大促销中亮相。源于中国的“双十一”这一
概念日渐深入东南亚商家和消费者心中。

2020 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

数字经济在防疫抗疫、复工复产、保障人民
生活等方面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王雷说，
智能制造、5G、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新业态新模
式正成为双方合作新动力，本届盛会将围绕
数字经济举办多场论坛，举行中国—东盟数
字技术展览。此外，中国—东盟博览会第一
本英文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东
盟企业机会》将在会议期间发布。

“当前，信息通信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发挥
的作用日益增强，我们目睹数字经济成为中
国与东盟经济增长的全新引擎。”老挝驻南宁
总领事馆总领事维拉萨·宋蓬说，数字经济合
作为老中两国在贸易、投资和旅游业乃至整
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

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主任翟崑
说，虽然受疫情影响，各国之间的人员往来
有所减少，但全球化进程并未停滞，互联网
技术使各国之间线上联系更加紧密。

“在线跨境购物、在线教育、远程医疗、
协同办公等数字服务得到更广泛应用，全球
消费者的消费模式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推
陈出新。”翟崑说。

互利共赢更具期待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馆内，来自东盟和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地的货物琳琅满

目，参展商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在
本届博览会“一带一路”国际展区展馆内，
日韩护肤品、印尼柚木家具等货物整齐陈
列，等待博览会开幕后亮相。

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标志着全球最大
的自贸区诞生。

高峰介绍，本届博览会“一带一路”国
际展区展位数 229 个，巴基斯坦、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印度等22个国家参展。

黄玉荣表示，RCEP签署将对经济全球化
发展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将使东盟与中
国的经贸交往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将使成员国的市场更加开
放，有效刺激经济增长，从而给民众生活带
来更多便利。

博览会自第 11 届起设立特邀合作伙伴机
制，邀请中国和东盟以外的国家担任特邀合
作伙伴，RCEP国家中的澳大利亚、韩国曾受
邀参会。

王雷表示，博览会作为推动中国—东盟
区域合作的典范，未来将继续推动政治、外
交、经贸等合作，服务RCEP成员国更深层次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新华社南宁 11 月 26 日电 记者王军
伟、潘强、郭轶凡）

特别的盛会 无限的合作
——写在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之际

10月31日，国产大飞机C919在2020南昌飞行大会开幕式上进行动态展示。
周国强摄 （人民视觉）

“国之重器”上天入海

中国硬核科技越来越抢眼中国硬核科技越来越抢眼
本报记者 刘 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