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2014年3月28日 星期五 要闻
责编：石 畅 汪灵犀 邮箱：cnshichang@gmail.com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记者任成琦） 由全国台联和北
京市台办主办的“电视连续剧 《原乡》 观众座谈会”今天
在北京台湾会馆举办。全国台联党组书记梁国扬、《原乡》
剧组部分主创人员、大陆和台湾省籍老兵代表、在京台胞
代表和媒体代表等30余人出席座谈会。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安晓） 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
今天在京宣布，2014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暨制作人年会
将于9月在深圳举行，即将上演的盛会标志着中国科教节目
国际化向前迈出一大步。

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暨制作人年会至今已举办7届。
今年年会包括“中国龙奖”评奖、创作发展高端论坛等活
动，将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科技影视大牌参会参评。

雪域高原雪域高原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谱新篇今年 3 月 28 日，是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5周
年纪念日。55年前的这
一天，西藏的历史由此
揭开崭新的一页。

斗转星移，如今，
西藏大地早已告别了昔
日的极端贫穷落后，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

GDP连续5年实现百亿级增
长，“自我造血”能力越来越强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藏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
2009年到2013年，全区生产总值连续5年实现百亿级
增长，相继跨越400亿元、500亿元、600亿元、700亿元
和800亿元关口，保持了年均12%以上的增长速度。

以旅游业、藏医药、民族手工业、特色农牧业、绿
色食（饮）品等为代表的西藏特色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西藏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旅游业正成为重要的“造
血”产业，去年约接待国内外旅游者1300万人次，同比
增长22.8%。目前，以藏东北牦牛、藏西北绒山羊、藏中
奶牛、藏中优质粮油等为代表的“七区七带”西藏农牧
业特色产业格局已初步形成。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连续
11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去年已达6520元。

西藏经济发展近年来为何又快又好？西藏社科
院专家何纲说，首先是中央给予的包括全国对口支
援西藏等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为西藏跨越式发
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其次，近年来西藏基础设施建
设快速发展，建成了包括青藏铁路、青藏电力联网
等在内的大批交通、能源、水利、通讯等重点工
程。这些工程有效缓解了经济增长的“瓶颈”制
约，起到了强大的拉动作用。

230万农牧民圆“新房梦”，
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成

今年藏历木马新年前夕，山南地区村民达瓦卓
玛顺利搬入新居，圆了全家期盼已久的“新房梦”。
这是西藏安居工程建设成果的一个缩影。启动于
2006年的西藏农牧民安居工程，2013年底圆满“收
官”，230万西藏农牧民圆了“新房梦”。

阿里地区普兰县霍尔乡中心小学学生小次旦
说：“在学校吃得好、住得好，每天还有苹果吃，我
很喜欢。”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西藏将再次提高教
育惠民补助标准，生均标准达到2700元。

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成。截至目前，西藏
已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城
镇居民基本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
在政策层面上实现了全民覆盖。社会保险已涵盖城
乡居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人、寺庙僧尼
等各类群体，实现了全民覆盖。到 2013年底，全区
各项社会保险参保总人数达248.89万人次。

近年来，西藏着力改善民生，越来越多的人享受
到发展的成果。系列改善民生的举措还正在不断出
台：交通改善、乡村公路、供暖、拉萨蔬菜便民直通车，
雪域高原各族人民的“幸福指数”将继续提高。

昔日农奴的后代早已成为具
有现代意识的公民

“我是农奴的后代，昔日的农奴主做梦都不会想
到，农奴的后代们不再是农奴了，而且是一个厅级
干部。”西藏自治区扶贫办党组书记曲尼杨培说，若
在旧西藏，自己只能重复先辈们的悲惨命运。

如今，西藏普通民众的现代法律意识不断增
强，有事不再以打斗、打卦或找神来解决，而是付
诸法律渠道。现代科学观念也业已扎根在普通百姓
的心里，相当多的藏族百姓对温室农业生产概念了
如指掌。很多老百姓的家里干净整洁，还用上了消
毒柜、洗浴液、消毒液等现代卫生用品。

随着文化素质、商业意识、开放意识等不断提
高，许多藏族同胞走下高原而融入全国各地去工
作、经商。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
已有越来越多的藏族人口迁移到内地城市工作和生
活，汉藏民族之间呈现出“自主性双向或多向流
动”。以成都为例，成都市区有户籍的藏族人口达 3
万多人，形成了“藏族聚居区”和“藏族特色商品
一条街”的商业区。“我在成都已经生活 5 年多了，
很喜欢这座城市。”老家在拉萨的卓嘎说，3个孩子
都在这里上学，自己回拉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据新华社拉萨3月27日电（记者许万虎、
黄兴） 3月的雪域高原，寒意未尽，却已花开
烂漫。藏东南林芝地区游人如织，醉霞绯云般
的桃花密密匝匝，以攻城夺寨之势蔓延尼洋河
谷——这是26日西藏林芝桃花节开幕式上的景
致。以桃花节为起点，西藏正式拉开了全年旅
游的序幕。

据了解，林芝桃花节之后，雅鲁藏布旅游文
化节、珠峰文化节、雅砻文化节、象雄文化节等
一系列重要节庆活动将陆续如约而至。西藏今
年还将全力打造旅游升级版，培育雅砻文化、象
雄文化、茶马古道、羌塘野生动物观光走廊等旅
游精品，同时还将大力扶持红色旅游、乡村旅
游，为进藏游客提供多元、优质的旅行选择。

西藏全年旅游序幕拉开西藏全年旅游序幕拉开





























































33月月 2626日日，，西藏林芝举西藏林芝举
办第十二届桃花文化旅游招办第十二届桃花文化旅游招
商节商节 （（简称桃花节简称桃花节），），吸引吸引
了众多的游人了众多的游人。。图为游客在图为游客在
观赏桃花观赏桃花。。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守宝王守宝摄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沸宇陈沸宇 扎扎 西西 韩俊杰韩俊杰

惊人的发展惊人的发展 深刻的变化深刻的变化

本报仁川3月 27日电 （记者万
宇） 28日上午，437名在韩国牺牲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骨将回归祖国。届
时中韩双方将在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纪
念及交接仪式，中国民政部党组成员、
优抚安置局局长邹铭和韩国国防部次
官白承周等两国官员将出席。

2013 年底，中韩双方就在韩中
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问题达成
共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现在已完

成起掘、干燥、鉴别、遗骸遗物分类
整理记录及装殓等工作。据韩国方面
介绍，这些烈士都是在朝鲜战争期间
战斗最为激烈的江原道横城、铁原、
洪川以及京畿道涟川、加平等地牺牲
的。

韩国国防部表示，今后如果在发
掘韩国阵亡将士时发现新的志愿军烈
士遗骸，韩方将按照相同的程序定期
向中方归还。

据新华社北京3月 27日电 （记
者岳瑞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
念馆27日在京启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都互联
网协会联合千龙网等主要北京属地网
站和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
的统一标识下，各家网站分别从不同
角度制作子专题，内容涉及与抗战有
关的历史文物、照片、影像及撰述、

访谈等。
“通过网络使亿万中国人民成为

网上纪念馆共同的筹办者、建设者，
展现日本侵略和中国人民抗争的真实
片段，从而体现中国人民绝不允许民
族尊严再遭践踏的强大民意。”抗战
馆副馆长李宗远说。

据了解，通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网上纪念馆，网民可借助邮件、微
博、博客、贴吧、手机客户端等方式
积极参与，提供资料、建议和意见。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骨返乡

抗战网上纪念馆在京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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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山边防支队日前在中山市公安局有关部门的协
助下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人，缴获
疑似毒品8.5公斤，成功切断了一条由惠州通往中山等地的
毒品贩运通道。图为查获现场。 李松林摄

中山：缴获毒品8.5公斤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记者周小苑） 环境保护部有关
负责人27日向媒体通报，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我国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部分城市空气重污染过程仍在持续。

截至 3 月 27 日 10 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39 个城市中，
有 11 个城市 PM2.5 小时平均浓度大于 150 微克／立方米，
其中北京、石家庄、保定等5个城市严重污染。

28日白天，大气扩散条件仍将维持不利。28日夜间至29
日，受冷空气影响，京津冀大部分地区大气扩散条件逐步好转。

京津冀雾霾29日有望好转

本报兰州电 （王思成） 3 月 27 日，民政部、教育部、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文，正式将甘肃省陇南市
宕昌县的县名读音定为“tàn chāng ”。多年以来，当地
人一直面临着一种尴尬：县名“宕昌”中的“宕”字，在

《新华字典》 和 《现代汉语词典》 中，只有一个读音，为
“dàng”，然而在宕昌县乃至整个甘肃省周边，人们代代相
传的口语交流交际以及官方语言中，都叫作“宕 （tàn）
昌”。2月15日，民政部委托中国地名学会邀请专家，专门
对“宕昌”县名进行审音论证，专家一致同意将 “宕”字
定为多音字，读“dàng”时与原来注释相同；读“tàn”
时注释为“宕昌 （tàn chāng），甘肃省县名。

甘肃宕昌县正音促发展

《原乡》座谈会在京举行

国际科教影视展走进深圳国际科教影视展走进深圳

国家主席习近平 26 日在巴黎同
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会谈，并发表
联合声明，一致认为中法建交的创
举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纪元，愿共同
努力，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此间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中法
关系的战略性和全球性不言而喻，
需要不断提升。双方制定了中法关
系中长期规划，标志着中法关系新
时期的开始，两国元首正以积极务
实、富有开拓性的思维引领双边关
系发展。

联合声明说，作为有全球影响
力的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法倡议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通过
民主协商确定国际规则，坚持通过
对话和平解决争端，推动世界经济
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支持二
十国集团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法
方希望从未举办过此类峰会的中国
尽快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

“中法都支持世界多极化和发展

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也是今后国际经
济政治秩序的前提。双方希望共同塑
造 21世纪的国际新秩序，联合国、二
十国集团是双方有所作为的重要平
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
长冯仲平说。

冯仲平表示，法国延续了去年
欧盟表示期望中国主办二十国集团
峰会的立场。这反映出目前八国集
团作用有所减弱，欧盟对二十国集
团愈加重视。中国是蓬勃发展的新
兴经济体的代表，欧盟希望推动中
国在二十国集团中发挥更大作用，
与欧洲一起塑造国际经济秩序。

前驻法国大使赵进军表示，建
交 50 年来密切交往和政治互动表
明，中法两国都是对世界负责任的
国家，两国也有条件对全球作出更
多贡献。今后双方会继续致力于建
立公正、多元、平等的世界格局。

分析人士认为，国际事务上的
配合和经济合作一直是中法关系的
亮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

问双方确定了传统的核能、航空以
及新的金融领域合作路线图。

联合声明提出，两国元首欢迎
双方银行与企业发展巴黎人民币离
岸业务的努力和金融管理部门的合
作。推进在役在建核电安全性提
升、推进乏燃料后处理厂、联合开
发欣克利角及其他英国新建核电项
目。努力扩展和提升天津 A320总装
线合作，根据市场需求，将天津打
造成空客亚洲制造中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部主
任崔洪建说：“双方在市场开放、技
术转让方面转向双向的、更平等的
合作，如核能、航空等领域，将进
入共同研发、共同开发市场、更好
面对第三方市场的新阶段。这和以
前非常不同，带来很多期待。”

崔洪建说，开拓新合作项目反
映了双方对彼此需求有比较深的认
知。这些新项目和中国的改革、新
目标、新发展注重领域相符合，对
法国恢复健康增长、走出欧债危机

很有好处，也将使中法关系发展获
得强劲动力。

赵进军表示，两国未来在经济方
面的合作步伐会走得更快。中国跃居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法方希望搭上中
国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快车。但作为文
化、科技、教育、对华技术出口大国，
法国与中国的合作有望在多个领域
出现亮点。

此次访问中，两国元首决定建
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打造中法
合作第三个机制性支柱。“这将为两
国关系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文基础。
人文情感不同于做买卖，买卖可以
有赚有赔，但人文理解、情感交流
却紧密持久。”崔洪建说。

他表示，法国有着人文交流的
优势和独特性。法国历史悠久，出
过很多思想家，法国人喜欢阅读，
文化生活丰富，这些对加强两国友
好往来和关系发展都奠定了基础。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记者
孙奕、王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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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据新华社
巴黎 3 月 26
日电（记者应
强） 中国进出
口 银 行 26 日
与 法 国 、 德
国、英国出口信用机构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旨在为中国航空公司、租赁公司等进
口空客等欧洲飞机提供贷款。

该协议规定，未来中欧间飞机采购的
融资合作，可由三家欧洲出口信用机构提
供担保，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支
持中方公司进口空客等欧洲飞机，进一步

满 足 中 国 国
内市场需求。

据 进 出
口 银 行 介
绍 ， 该 协 议
的 签 署 既 有

利于中国航空公司和租赁公司获得稳定的
资金来源，降低财务成本，提升竞争力，
也有利于空客等欧洲飞机制造企业锁定稳
定的订单，实现互利共赢。同时，通过融
资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中欧出口信用机
构之间的合作，也更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
欧经贸合作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钱春弦） 空中客车公
司将与中航工业集团、天津保税区等合作伙伴进一步加强
互利合作，继续支持配套零部件供应商落户天津，把天津
建成空中客车在亚洲的中心。

记者27日从空客中国公司获悉，根据空中客车公司与中
方伙伴当地时间26日在法国巴黎签署的相关协议，双方进一
步推进空客与中国航空领域的合作，双方将提升工业合作规模
和水平、空客A320系列飞机天津总装线二期合作计划、空客
与中国民航进一步加强并深化在空中交通管理（空管）领域的
合作、双方进一步加强航空业节能减排和环保方面的合作等。

中国进出口银行将提供贷款
为中方公司进口欧洲飞机

天津将成空客亚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