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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两岸民间交流谱写“故事新篇”
创新创意引领
青年扮演先锋
除了继续办好海峡青年论坛、
“乐
业两岸，创享未来”青创先锋汇、两岸
人才交流对接等系列活动之外，本届
海峡论坛新增金点子创意大赛、新青
年新世代第七期领袖特训营等，青春
热力十足，努力贴近青年、服务青年。
“处处都是新面孔。”台湾青年、
首钢集团创业公社港澳台及国际事业
部总监郑博宇说，本届海峡论坛青年
活动板块采取了不少契合年轻人理念
的做法，比如推出“网红”直播论
坛、文体竞技、真人秀等体验式项
目，吸引了更多台湾年轻人关注。
近年来，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
大陆形成一股热潮，互联网、创新、创
业等成为两岸高频词。越来越多台湾
青年前来大陆寻找发展机遇。
“机会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出席论坛的台湾青年林奕辰说，“现
在台湾年轻人‘登陆’，更在意从自
身发展机遇出发，作出理性选择。”
青年日益成为两岸交流的先锋，
大陆也努力为台湾青年“登陆”就业
创业创造更好环境。除了接连出台便
利性政策措施之外，截至目前，大陆
方面已在江苏、福建、北京等 11 个
省市批准设立 53 个海峡两岸青年创
业基地、示范点。

基层交流热络
共扬中华文化
“作为台湾的基层服务平台，加强
两岸青年交往和基层交往，村里长联

第九届海峡论坛 18 日在厦门开幕。论坛以“扩大民间交流，深
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由两岸 80 家单位 （大陆、台湾各 40 家） 共同
主办，安排论坛大会、青年交流、基层交流、经贸交流四大版块 30
多场系列活动，8000 余名台湾各界人士应邀出席。
今年是两岸开启民间交流 30 周年。30 年来，两岸从相互隔绝，
到开大门、走大路，形成民间大交流格局。自 2009 年起，海峡论坛
历经 9 年锤炼，已成为两岸联合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及
范围最广、民间色彩最浓的大型交流活动。
“九尺之台，起于累土。”海峡论坛如今每年都吸引上万名两岸
基层民众和各界人士前来共襄盛举，见证和推动了两岸民间交流的
大发展，在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亦展现出两岸民间交流的时代新意。

两岸龙舟赛、互相借鉴的两岸社区治
理论坛……在本届海峡论坛上，种类
繁多、形式多样的基层交流活动，折
射了当前两岸基层交流的热络景象。
“基层民众是两岸主体，重视基
层交流，让两岸民众更加密切地结合
在一起。”台湾中华两岸经贸投资文
化教育协会荣誉会长张京育说。
“论坛更加注重人的交流，更加
注重中华文化的传承。”第四次出席
海峡论坛的台湾中华演艺总工会秘书
长曹雨婷说，海峡论坛基层交流活动
正在厚植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促进
心灵契合，也推动着两岸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交流深化合作
加速融合发展

图为两岸木偶艺术家在论坛上联袂演出。
合总会自觉责无旁贷。”台湾村里长联
合总会总会长陈建良在海峡论坛大会
上致辞说，
台湾基层有 7851 位村里长，
村、里是台湾最基层的组织，也是最贴
近民众、
最了解民众需求的前哨站。
他说，近年来我们多次组团到福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建、河北、广东等地参访，村里长们
都感到大开眼界。现在台湾有许多年
轻人投入基层村里长工作，正是落实
两岸基层及青年交流的最佳时机。
100 位两岸新人的集体婚礼、热
闹非凡的特色庙会活动、激烈角逐的

本届海峡论坛更加注重两岸融合
发展的实效。如在经贸、文化合作方
面，将促成两岸信息技术、食品安
全、旅游产业、文创设计等一批合作
项目 （协议） 签约；基层交流方面，
将促成两岸社区、村、里，生态农业
乡镇和姓氏网络族谱等对接；在便利
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就业、创业、
生活方面，将面向台湾青年推出 200
多个就业岗位、600 多个见习岗位。
鼓励扎下根来、携起手来，实现“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式发展，
逐步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新趋势。
“两岸民间交流的大趋势不可阻
挡，不会因一时的挫折而改变。”多
位与会嘉宾认为，两岸融合发展代表
着未来两岸民间交流的方向，将为两
岸关系创造更加美好的前景。
（据新华社厦门 6 月 18 日电 记
者石龙洪、许雪毅、刘欢）

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启动

第 15 届中国戏剧节银川开幕
本报银川 6 月 18 日电 （记者刘
峰） 第十五届中国戏剧节今晚在银
川市宁夏大剧院开幕。本届戏剧节
为期 17 天，共有来自全国 21 个省区
市的 27 台剧目将与观众见面。

本届戏剧节以“艺术的盛会、人
民的节日”为宗旨，以“中国梦·宁夏
情”为主题，将举办国际传统戏剧论
坛首次会议，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位戏剧专家、学者出席。

藏文化交流团访问西班牙
本报马德里 6 月 16 日电 （记者
王迪） 中国藏文化交流团于 15 日至
16 日在西班牙交流访问。交流团与
西班牙参议院宪法委员会主席胡安·
何塞·卢卡斯进行了会谈，并在马德
里中国文化中心及巴塞罗那孔子学
院分别举办了座谈会，与西班牙专
家学者、友好人士和华侨华人等进
行了广泛交流。
在对参议院的访问中，交流团
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藏传
佛教的传承与保护、西藏地区教育
事业的快速发展、藏语文与现代传

媒技术的融合、经济发展与民生改
善、脱贫措施与成效等多个方面，
向卢卡斯等参议员代表介绍了西藏
在发展经济与保护传统，尤其是宗
教与现代社会相融合方面取得的成
绩和积累的经验。
卢卡斯在发言中高度赞赏中国
政府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
为西中两国都面临着保护传统与现
代发展相融合的挑战。
在结束对西班牙的访问后，交
流团将赴奥地利、比利时进行访问
交流。

618

今天凌晨，北京市的杨先生下单 9 分 23 秒后，便收到了在苏宁
易购上购买的巧克力，这也成为苏宁易购在 6 月 18 日发的第一单快
递。而在陕西西安，市民邢先生在上午 10 时 15 分，收到了来自京东
无人机送出的“618”第一单商品——宝鸡凉皮和锅巴。
不仅是标品配送越来越快，包括生鲜这种考验速度的品类，物
流也在不断优化。天猫的物流服务商在各地的冷链开启 24 小时作
业，一天就发出了生鲜商品近 500 吨。有些用户甚至在下单当天，
就能收到保税仓发出的海淘商品。
年中大促销的物流体验越来越好成为消费者明显的感受，而这
背后是企业大量新技术的投入和运用，以及物流企业的紧密协同。
以嘉兴智能仓为例，消费者在天猫电商平台下单后，运营中心
内即时获得订单信息，通过自动化流水线，平均每个包裹出库时长
只需 3 分钟，拣货正确率几乎可达 100%。
业内人士表示，智能技术向物流演进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智慧、开放的物流不仅提升了送达效率，优化了服务体验，也将物
流触角深入更多难以抵达的地区。这一切将让“短时达”“当日达”
越来越成为大促常态。
▼图为京东集团的无人机在送货。

6 月 17 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性科学考察启动。此次科考将持续 5 到 10 年，色林错江湖源是首个考察区域。未来一个多月
内，中科院将组织科研人员 100 余人，从冰川与环境变化、湖泊与水文气象、生物与生态变化、古生态和古环境等 4 个方面，对长
江源头区域和西藏最大湖泊色林错区域进行观测研究。
图为参与江湖源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的部分科研人员。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关闭

内蒙古拟引进七类急需人才

6 月 17 日，北京电报大楼一层的营业厅正式停业。相关负责
人表示，电报大楼的“钟声会照响”，楼内其他层的办公内容不
变。1958 年 10 月，北京电报大楼正式投入运营。
图为电报大楼外景。
龚文豹摄 （人民视觉）

本报呼和浩特 6 月 18 日电 （记者张枨）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政府日前公布人才引进和流动实施办法，明确引进七类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含外籍院士） 以及相当层
次的人才；进入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遴选的
有效候选人；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及以上获得者；国家重点学科、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学术 （技术） 带头人；具有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科
研院所的博士、博士后经历，取得较高学术成就的；世界技能
大赛金、银、铜牌和国家级一类技能竞赛前五名获得者；取得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取得博士学位人员、取得海外硕士
以上学位人员、一流大学重点学科全日制毕业硕士研究生、其
他自治区急需紧缺人才。此举旨在加大人才对呼包鄂协同发
展、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建设、大数据综合实验室、东部盟市
跨越发展支持力度，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牧
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同步发展。
据悉，内蒙古自治区对引进的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在科研
项目、岗位待遇、生活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事业单位可通过
“绿色通道”引进各类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同时，鼓励人才向
旗县以下基层用人单位流动。

大数据透露哪些信息？

“短时达”渐成常态

众电商年中促销大狂欢

今年是“618”的第 7 个年头。从一开始只有京东平台的
年中大促销，到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商和店商加入的“狂欢”，
尽管规模仍无法跟“双 11”相比，但“618”已成为拉动消费
的一个重要窗口。
天猫数据显示，今天开场仅 7 分钟，天猫国际就成交破亿
元，快消行业开场半小时内天猫超市同比增长高达 13 倍；京东
在第一个小时的销售额超过去年同期的 250%，在下午 3 时京东
商城累计下单金额超过 1100 亿元；苏宁易购在 1 小时内订单量
同比增长 398%。

“好玩”“有趣”是关键
“618”被称为“新零售”提出后的首个年中大促销。众多商家在打通线上线下服务，增强
消费者体验与互动，推进新零售方面纷纷出招。
“好玩”“有趣”成为此次年中大促销的关键词。6 月 17 日晚，苏宁易购播放的“钱多
多多之夜”，用户互动量超过 2800 万人次。京东从技术+零售、品牌+零售、IP+零售、金
融+零售、多终端+零售方面入手，变革了新玩法。而国美则建立了全国首家专业 VR 影
院，并表示未来将建 100 家 VR 影院。
“零售的消费者时代正在真正到来。”京东首席市场官徐雷表示，过去的零售始终围绕
的是便宜和便捷，而未来零售在消费变革和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消费场景将不再局限
于单一渠道，而是延伸到无处不在的线上线下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记者于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