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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的天府之国，秋高气
爽。9 月 12 日，第十六届中国
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

（以下简称“海科会”）在四川省
成都市开幕，来自33个国家和
地区的 600 名海内外专家学
者、创新创业人士，国内近 20
个省区市的1500多名高校、科
研机构、企业代表参会。

海 科 会 创 办 于 1995 年 ，
至今已经走过 22 年历程。作
为国际科技与人才的交流盛
会，今年的海科会以“万侨创
新·汇智西部”为主题，针对
不同层次的嘉宾，将举办 19
项活动和 44 个分场活动，吸
引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斯
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朱棣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代金融学
开创者之一罗伯特·默顿，诺
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以色列人
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阿龙·切
哈诺沃等诸多重量级嘉宾，凸
显本届海科会的分量与魅力。

6名诺奖获得者亮相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海科
会有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3
名 海 外 院 士 、 16 名 国 内 院
士、4名境外知名大学校长以
及600多名海内外专家、教授
参会。他们将在 5 天的会期
里，围绕创新、绿色、开放等
热点话题，共话国际学术合作
和科技转型升级，探讨世界前
沿科学发展与成果市场转化，
同台论剑，深度交流。

作为海科会的品牌项目之
一，9月 11日，第三届“海科杯”全球华
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在成都圆满落幕。在
经过包括北美、大洋洲和欧洲 3 个海外赛
区的筛选后，460 个海外高新科技项目进
入总决赛，涵盖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技
术、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其中 6 个获奖
项目彰显全球创新视野。

四川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海科会着眼于服务国家和四川
省重点发展战略，服务海外华侨华人回国
发展的迫切愿望，努力打造 4个平台（国家

“双创”战略与“万侨创新行
动”在中国西部的实践平台、
海外人才科技项目与各省区
市合作的示范平台、高端国际
学术交流与前沿产业发展的
促进平台、四川创新创业环境
展示的引领平台），在中国西
部与海外人才之间搭建了一
座交流合作、互利共赢、服务
发展的创新之桥。

吸引6000余海外专才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2014
年海科会，吸引全球20个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387位海外高层
次人才代表参加，促成签订投
资合同项目28个，项目金额总
计84.3亿元人民币；2015年海
科会，612 位海外专家学者和
跨国公司技术主管参会，引进
高新科技项目34个，签约资金
72.75 亿元人民币；2016 年海
科会，3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
高层次人才参会，集中签约
278 名海外人才，高新科技项
目 89 个，签约资金 382.8 亿元
人民币。

据统计，20 余年来，海
科会累计吸引全球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 6000 余名海外专业
人士来川考察洽谈，引进海
外高端人才 1000 余人，科技
项 目 1000 多 个 ， 投 资 金 额
1462亿元人民币。

“这正是四川省开放吸引
力的所在。”四川省引进海外
高层次人才工作顾问，奥泰医
疗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邹学明这
样评价。

有着类似观点的还有朱棣文。他表
示，从海科会上看到了中国对高科技人才
的重视，“寻求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
正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

为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来中国、到
西部、赴四川创新创业，四川打造的以海
科会为对接平台、“海科杯”为项目平
台、“侨梦苑”为服务平台、“海创学院”
为培训平台、“海创基金”为融资平台的

“五位一体”全链条、全要素创新服务招
才引智网络体系如今已初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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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举办了 16 届的海科会，累计引进海外高端
人才超过 1000人、科技项目超过 1000个、投资金额
达1462亿元——

不出所料，朝鲜新一轮核试验换来了更加
严厉的国际制裁。

9月 11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2375
号决议。从安理会成员表决发言来看，一方面
国际社会对朝鲜一意孤行推进核试验表示强烈
谴责，同意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敦促朝鲜回
到无核化轨道；另一方面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和
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呼吁以外交与政治方式和
平解决问题。

伴随着半岛紧张局势升级，最受苦的是朝
鲜老百姓。对朝鲜过去10余年来屡次进行核试
验与导弹发射，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9次制裁
决议，主要着眼于遏阻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开
发计划，并不针对朝鲜正常民生，尽量避免导
致朝鲜人道主义局面恶化。不过，在国际社会
维护核不扩散体系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的制裁
范围无疑会传导至朝鲜的经济和民生。这 9项
制裁决议付诸实施之后意味着，朝鲜 90%的出
口被禁止，液化天然气进口被暂停，原油和石
油制品进口受到大幅削减。虽说这是朝鲜违反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
对，无视国际防扩散体系，推进核导计划的结
果，属于自食其果，但朝鲜并没有就此放弃核
导计划的打算，一如过去的“苦行军”“先军
政策”，可能仍会“勒紧腰带”，继续“以强硬
对强硬”的老路。朝鲜声称要核武与经济并
举，但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到安全与民生兼顾？

伴随着半岛紧张局势升级，最受伤的是东
北亚地区的和平。半岛问题本就是冷战残余，
是地区和平的一块心病。有关各方严重缺乏互
信是半岛问题的主要症结，半岛核问题的出现
既是这一症结的反映，又恶化了这一症结。可
以说，半岛核问题给东北亚安全局势增添了最
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朝鲜出于自身国
家安全和政权稳定考虑，以为可以“拥核自

保”，但由于半岛对立和博弈的复杂性及特殊
性，“拥核”也成了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条绳
索，在“拥核”上动作越大，受到的孤立、压
力越大。美国出于亚太战略和对朝战略考虑，
以为可以“恃强凌弱”，但过分的示强和压力
使得朝鲜更加担心自身安全，反而进一步奢望
通过核导计划以求自保。朝美双方似乎都在理
性地算计着战略和得失，但若不改变思路，就
永远摆脱不了各自的安全困境，也让本地区处
于一惊一乍的境地。

国际社会决不会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
也同样不会愿意看到半岛再次被战火吞噬。可
以说，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
定，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半岛“有核”，事出
有因，但情不可原。换言之，朝鲜“拥核”，
有其万千理由，但破坏国际防扩散体系，构成
对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对此国际社
会不会接受。美国对朝鲜“拥核”及核导计划
进展的担忧日增，无疑会寻找各种解决方案，
但军事选项也同样不会被国际社会容忍。联合
国安理会一系列涉朝决议都是国际社会的折中
方案，既对朝核导计划作出严厉反应，又为通
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留有很大余地。

朝鲜新一轮核试验和接踵而来的对朝新制
裁，是半岛局势恶性循环的最新表现。尽管半
岛各方都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但看不出这种恶
性循环能让任何一方真正获益。朝鲜半岛已到
了何去何从的抉择时刻。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解决半岛问题的抉择时刻
■ 华益文

据新华社南宁 9 月 12 日电 （记者白
洁、程群） 第十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12 日上午在广
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演讲。

张高丽表示，中国坚定发展同东盟的
友好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建设更为紧
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使之成为亚洲
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中国愿继续秉持亲诚
惠容理念，与东盟携手共同谱写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新篇章。一是深化双方政治

互信；二是深化国际产能合作；三是深化经
贸合作；四是深化互联互通合作；五是深化
创新合作；六是深化人文交流合作。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柬埔寨首相洪
森、越南常务副总理张和平、老挝副总理
宋赛、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马明也出席
了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开幕式后，张高丽巡视博览会展馆并
同哈桑纳尔共同出席文莱馆开馆仪式。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12 日向在北京举行的 《关于消耗臭
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结三十周
年纪念大会致贺信。

李克强在贺信中说，保护臭氧层、应对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三十年
来，蒙特利尔议定书履约工作取得巨大成
就，有效遏制了人类活动对臭氧层的破坏，

彰显了国际社会保护地球家园的决心，也为
其他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解决树立了榜样。

李克强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
中大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倡
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
方式，平衡推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在蒙特利尔议定书框架下，中国累计淘汰
消耗臭氧层物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的一
半以上。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
务，深入开展环境保护领域国际交流合
作，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由中国国家京剧院演员袁慧琴担当主讲的“中华文化讲
堂”9 月 11 日走进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三岔口》《游园惊
梦》《霸王别姬》《盗御马》《杨门女将》等剧目片段表演，让观
众更直观地了解京剧艺术。

上图：演员在圣彼得堡大学表演京剧片段。
左图：在圣彼得堡大学，来宾观看演员表演京剧片段。

莫京娜摄 （新华社发）

“中华文化讲堂”在俄罗斯开讲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记者王优
玲） 新华社 12 日受权播发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意
见提出到 2020 年，我国供给质量明显改

善，供给体系更有效率，建设质量强国取
得明显成效，质量总体水平显著提升。

指导意见强调，提高供给质量是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提高产品

和服务质量是提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务。
要坚持以质量第一为价值导向，坚持以满
足人民群众需求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为根
本目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意见提升质量总体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记者王慧
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2 日上午在钓鱼
台芳华苑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
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赖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金融
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举行第二次“1+6”圆
桌对话会。会议第一阶段围绕“全球经济
形势与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主题，主要就
全球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经济全球化、劳动力市场政策、国
际金融监管改革等问题深入交流。

李克强表示，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加强
坦诚交流，共同把握形势、沟通政策、引
导预期，努力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复苏。李
克强提出5点建议：

一是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关键时刻，
各国应坚持和衷共济，共同为世界经济增
长注入正能量；二是更大力度推进结构性
改革；三是维护以自由贸易为基石的多边
贸易体制；四是增强世界经济增长的包容
性；五是继续推进金融监管改革。

与会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高度评
价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赞赏中国为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所作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记者王慧
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2 日上午在钓鱼台
芳华苑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赖德、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金融稳
定理事会主席卡尼举行第二次“1+6”圆桌

对话会，在会议第二阶段围绕“推动中国
经济转型升级”主题深入交流。

李克强指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依然
任重道远，面临的困难挑战不容忽视。中
国对一切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都持开放态
度，将持续打造开放透明、一视同仁的市
场环境，欢迎各方关注和支持中国发展，
提出宝贵建议。

与会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表示，
中国秉持开放共赢的发展理念，作为创新
型经济体在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数字技
术应用领域处于世界前沿，这些都为其他
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相信中
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将为中国自身和
世界经济创造更多机遇。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记者王慧
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2 日上午在钓鱼台
芳华苑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赖德、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和金融稳
定理事会主席卡尼举行第二次“1+6”圆桌
对话会后共同会见记者。

李克强同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
负责人举行“1+6”圆桌对话会

李克强向《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
议定书》缔结三十周年纪念大会致贺信

张高丽出席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