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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月
15 日至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
奇葆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调研时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大力宣传塞罕坝
林场植树造林的重大成就和感人故
事，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引导激励全国人民保护生
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

刘奇葆强调，要把塞罕坝林场
作为站得住、推得开、叫得响的全
国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典型，广泛宣
传学习，推动塞罕坝精神和绿色发
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要大力宣传
塞罕坝精神，充分展现老一辈绿色
先驱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和新一代
林场人矢志不渝的接续传承，提炼
总结其中蕴含的时代价值，为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新
能量。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7月 16日
电（记者李忠发、陈进） 应罗马尼亚
社会民主党主席、众议长德拉格内亚
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刘云山 7 月 12 日至 15 日对
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布加
勒斯特分别会见德拉格内亚和总理图
多塞，并出席“2017 中国－中东欧
政党对话会”。

会见德拉格内亚时，刘云山说，
希望双方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给中
罗关系发展带来的新机遇，积极推进

有关项目合作，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
域，共创中罗友好的美好未来。

会见图多塞时，刘云山说，希望
双方发挥好“一带一路”建设及其框
架下“16+1 合作”平台作用，推动
两国经贸、能源、金融、文化、教
育、艺术、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
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访问期间，刘云山出席了“2017
中国－中东欧政党对话会”，发表题为

《弘扬“丝路精神”，携手共创中国和中
东欧各国人民美好未来》的主旨讲话。

刘奇葆在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调研时强调

弘扬塞罕坝精神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刘云山访问罗马尼亚

7 月 14 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
“2017中国—中东欧政党对话会”在罗马尼亚首
都布加勒斯特举行，来自中国和中东欧16国的
30 多个政党、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代表 600 余人
参会。与会嘉宾围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深化
合作之道。

从国内到国际，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落实。其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工作会议 （或座谈会） 是一个重要抓手。据不
完全统计，从 2015 年开始，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会议每年都会举行2到3次。

持续推进

2015年2月1日召开的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会议，“开好局，起好步”是关键词。会
议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系统工
程，要突出重点、远近结合，有力有序有效推
进。不久，《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
行动》） 出台，“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纲领更
加明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周年前夕，2016年
8 月 17 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
召开。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聚焦携手打

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
路、和平丝绸之路，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
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
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今年 6 月 16 日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
作会议上，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全力以赴抓好高峰论坛成果的落实，成为
会议的重点。

瞄准重点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要求，牢牢把握重点方向，聚焦重点地
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

有关重点方向，《愿景与行动》指出：丝绸
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
洲 （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
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
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
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关于重点国家，中国已同4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
制化产能合作。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召开期间，中国同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
关于重点项目，过去 4 年，中国和相关国

家一道共同加速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
吉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建设瓜达尔港、比
雷埃夫斯港等港口，规划实施一大批互联互通
项目。

注重实效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以“钉钉子
精神”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

2015 年 2 月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会议，要求充分发挥地方、部门和市场主体的
主动性，形成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合
力。当年 7 月的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敢于碰硬、勇于攻坚，切实把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各项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2016 年 8 月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座谈会，要求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履行职
责，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工作落实，加强境外安
全保护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

今年 2 月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
议，要求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建设好“一带一
路”官方网站。6 月的工作会议，则要求全力
以赴抓好高峰论坛的成果落实。

建设“一带一路”，中国紧抓落实
本报记者 杨俊峰

建设“一带一路”，中国紧抓落实
本报记者 杨俊峰

中国武警部队与白俄罗
斯内务部内卫部队“联合盾
牌 － 2017” 联 合 反 恐 训 练 ，
近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近郊多个战术训练场展开。
截至当地时间 7 月 15 日，两
国 参 训 部 队 进 行 了 战 术 射
击、丛林搜索、排除地雷爆
炸装置、捣毁非法武装组织
营地等课目训练，提高了参
训官兵反恐技战术本领和小
组指挥协同能力。

上图：中白官兵交流。
右图：战术射击训练。

谢析搏摄

中白联合反恐训练举行中白联合反恐训练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7月 16日电 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
战略决策，出台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
革方案，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举
措取得重大突破。为全面总结和展示
改革的进展和成就，中央组织拍摄了
10 集大型政论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
到底》。该片将从 7月 17日起在中央
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并在融媒体平

台同步推出。
该片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全景式、

权威性的梳理总结，既体现了较强的
思想性和理论深度，又讲述了人民群
众身边生动的改革故事。全片共分10
集，分别为《时代之问》《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人民民主新境界》《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延续中华文脉》《守住绿水
青山》《强军之路（上、下）》《党的自我
革新》《人民的获得感》。

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将开播

“我在收到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分享给了身边
的朋友，他们觉得很新奇、很有创意，都非常羡慕。”
近日，来自山东的魏子腾成为首批收到西北工业大
学AR（增强现实）版录取通知书的学生之一。

今年，不少高校纷纷设计了别出心裁的录
取通知书，各种高科技手段大显神通。

AR技术展现“魔法校园”

从外观上看，2017年西工大的录取通知书
在腰封上多了一个二维码。扫码下载“西工大

AR”，将手机对准通知书正面，普通的纸质通
知书就变成了一个动态卷轴，西工大不同时期的
校园风貌展现在眼前。当扫描通知书背面的“航
空”“航天”“航海”3 个标志时，栩栩如生的三维
立体运20飞机、长征火箭、航空母舰模型仿佛触
手可得。配合着卡通形象“航小天”介绍学校“三
航”的学科特色，一张简单的录取通知书展现出
一个“魔法校园”。

西工大招生办副主任张雯鑫表示：“我们运
用与学校优势学科相关的技术，为新生展示在
技术创新方面所做的努力，告诉学生我们想培

养科学创新型人才。”
张雯鑫是这份 AR 通知书

开发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他看来，一份好的通知书应
该集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科
技感于一体。“我希望新生永远
不会忘记自己看到录取通知书
的神圣时刻，因为这是他们的

‘大学第一课’。”张雯鑫说。

通知书体现时代变迁

1977年高考恢复后，时任
北京电影机械厂团总支副书记
的任金州考取了北京广播摄影
学院。他至今还记得，自己当
年的录取通知书是装在一个小
号的牛皮纸信封里的，信封上

用钢笔手写着他的单位地址，下方是“广播学
院”的字样。通知书是一张粗糙的A4纸，名字
用铅字印刷，并要求他携带“毛选”去报到。

随着时代的发展，通知书的形式更加多
样。进入21世纪，许多学校将学校画册、入学
须知、生活须知等服务性内容随着录取通知书
一并寄给学生，让学生能够在报到前做好充分
准备。如今，考生已经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自
己的录取状态，但实体通知书并没消亡，反而
被设计得更具人文色彩与科技感。早在2012年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设计了内置智能芯片的录
取通知书。新生抵达学校时，手持通知书便可
打开门禁。通过物联网技术，学生在报到时可
以随时获取校园导航、信息查询等智能化服务。

特色呈现打造高校品牌

中国人民大学新媒体研究所副所长黄河认
为，有创意的录取通知书有助于高校打造令人
印象深刻的品牌符号，从而增强高校品牌的立
体感和鲜活感。“在一个信息爆炸、注意力稀缺
的时代，有效的传播常常需要打动人心、引起
共鸣的‘爆点’。以今年西工大AR技术为代表
的通知书，能使这些高校的宣传信息脱颖而
出，有效获取注意力资源。”

录取通知书不仅给予学生仪式感，更能够
培养学生的情感认同，现在加上高科技的助
力，进一步丰富了录取通知书的面貌，展现了
高校科技创新的内在基因。

2017高考录取季

高科技录取通知书显神通
李 贞 顾桥孜 吴东格

本报电（谢峰） 7月16日，2017
中国新疆伊犁天马国际旅游节在昭
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开幕。

该旅游节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旅游发展委员会、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人民政府主办。旅游节期间，将

举行速度赛马比赛、“天山论马”高
峰论坛暨中国首届“中亚马产业论
坛”、“大美昭苏·印象定格”摄影展
等文化活动以及“邂逅草原”大型
篝火晚会、民俗表演、自驾露营、
招商洽谈会等20余项精彩活动。

本报北京7月 16日电 （记者陈
劲松） 针对吉林省近期严重暴雨洪涝
灾害，国家减灾委、民政部15日10时30
分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
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地
方开展救灾工作。

据吉林省民政厅报告：7 月 13 日
以来，吉林省出现罕见暴雨天气，吉
林市永吉县等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截至7月15日10时统计，此次暴雨洪
涝灾害共造成吉林、四平、延边等6市

（自治州）25个县（市、区）63.7万人受
灾，因灾死亡 7 人，失踪 1 人，紧急转
移安置 10.6 万人；倒塌房屋 739 户
1847 间，严重损坏 2396 户 6044 间，一
般损坏房屋2173户5673间；农作物受
灾面积138.3千公顷，其中绝收10.5千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9.6亿元。

针对吉林严重暴雨洪涝灾害

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

伊犁天马国际旅游节开幕

7月15日，
游客在湖南省
通道侗族自治
县龙底河漂流
景区游玩。随
着炎热天气来
临，该县漂流
景区迎来旅游
旺季，游客泛
舟山间清溪，
快乐无比。

刘 强摄
（人民视觉）

开心漂流 乐享清凉

浙江农林大学2017级本科新生录取通知书以毛竹为原
材料，运用自主研发的刨切微薄竹技术制作并印刷而成。

陈胜伟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华沙7月 16日电 （记
者韩墨、韩梅） 应波兰众议长库赫钦
斯基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
德江 12 日至 16 日对波兰进行正式友
好访问，在华沙分别会见总统杜达、
总理希德沃，与库赫钦斯基和参议长
卡切夫斯基分别举行会谈。

会见杜达总统时，张德江转达了习
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他说，过去两年，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阁下实现互访，两国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波关系开启
了新的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与波兰
的关系，视波兰为中国与中东欧和欧盟
合作的重要伙伴。双方应巩固政治互
信，传承传统友谊，抓住“一带一路”建
设和“16+1合作”带来的新机遇，深化
经贸、投资、地方等领域互利合作，推动
中波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会见希德沃总理时，张德江说，双

方要积极发挥现有机制和合作平台作
用，深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做优做强
中欧班列品牌，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使
中波合作继续走在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的前列。中方重视发展与欧盟的
关系，愿与包括波兰在内的欧盟国家
一道，继续推进中欧关系发展。

与库赫钦斯基众议长和卡切夫斯
基参议长分别会谈时，张德江就加强
两国立法机关合作提出三点建议。一
是保持双方友好往来势头，不断增进
相互了解和信任，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理解与支持；二
是加强立法、监督等治国理政方面的
经验交流，为两国深化互利合作提供
法治保障；三是促进文化、教育、旅
游等人文领域的友好往来，支持地方
间的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
意基础。

张 德 江 访 问 波 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