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海客 学习小组学习小组 侠客岛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墨尔本、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2017年12月5日 星期二 丁酉年十月十八

今日12版 第10197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
旨讲话，呼吁各国政党“志存高远、敢于担
当”。主旨讲话凸显了“志”的重要性。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从近几
年所提的一系列倡议可以看出，中国确实
做到了“志存高远、敢于担当”，能够“着
眼本国和世界，着眼全局和长远，自觉担
负起时代使命”。

一是站位高。习近平勇立时代潮头，深
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以“天下一家”的理
念，于2013年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倡议。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超越国家、超越意识
形态，把关怀投向全人类。

二是基调好。中国倡议直面国情不同、
诉求各异的国际现实，主张通过对话、磋商
与协调的方式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强调相

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习近平提出的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反映了这种
积极的基调，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
一套逻辑，以及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
套办法。

三是落点实。落地才能生根。中国倡
议体现的是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喊口号，而
是以看得见、摸得着、抓得实的方略和措
施来支撑。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
样，“一带一路”倡议迄今之所以能在很短

的时间内赢得广泛支持和参与，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中国以“抓铁留痕”的劲头抓落
实。

四是沟通勤。中国通过双边、多边并用，
主场、客场穿插，多主体参与，就一系列倡议
与各国、各方沟通，争取理解、支持与配合。
中国还构建了不少新的对话平台，如“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并倡议将这些平台机
制化，使之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
力的高端对话平台。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中国倡议体现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雄心壮志。中国正努力
将更多的理念上升为国际共识，将更多的倡
议转化为国际行动。中国走在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
塑造力将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
出新的重大贡献。

中国提出各种倡议，是立志、明志，更是
以身作则。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要把自己
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
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

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
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这种表态
体现了“立己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准则，是根植于中华民
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的表达。

中国立志做一个新型的大国和强国，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正能量。正如习近平所说，只要各方树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起来规划，一
起来实践，一点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累
不懈奋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
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广东，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成为近
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透过这
扇窗口，人们见证了改革开放给广东乃至
中国带来的巨变。

开放，这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最
多的词语，更是广东在发展中为自己标注
的时代坐标。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给广东打
开了新的空间。新时代，广东发挥区位优
势，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开放合作促
创新发展。

开放形成独特优势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第一”
对广东来说并不陌生：2017 年前三季度，
广东全省实现货物进出口4.93万亿元，增
长 11.0%，规模居全国第一；全省实际吸
收 外 资 169.6 亿 美 元 ， 占 全 国 比 重 达
18.4%，规模居全国第一。

“广东的优势在于开放，广东的作用也
在于开放，广东的发展更在于开放。”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广
东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它在全国开放中的战
略作用。

组建前海国际人才服务中心、强化基层
党建、推出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在中共十

九大闭幕一个月之际，深圳前海通过了系列
改革方案。“一年一个样”，这是中国（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的建设
目标，平地起新城，敢为天下先，曾经的滩
涂工地，今天已成自贸重镇。

“我们实行比经济特区更特殊的先行
先试政策，特殊的法制、税制，是真正的

‘特区中的特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
委会副主任王锦侠说，“自贸区挂牌以
来，已推出 308项制度创新成果，对全省
全国都发挥了辐射作用，前海已经成为制
度创新重要的试验地、先行区。”

像前海这样的先行区，在广东还有两个。
京东、天猫、唯品会、苏宁云商……

走在广州南沙新区，这些广为人知的标识
不时映入眼帘。在这里，通过跨境电商的
标准化自动化报关、无纸化智能化通关，
95%以上的跨境商品实现通关“秒放”，商
品平均通检时间缩短至 105 秒，“买遍全
球”和“卖遍全球”更加便利。

珠江口西岸的横琴新区与澳门一河之
隔，港珠澳大桥建成后，横琴将成为内地唯
一直接与港澳陆桥相连的国家级新区。横
琴坚持全面深化对澳合作，推动建设琴澳
命运共同体。目前，在横琴（含跨境区）注册
的港澳企业1880家，澳资企业超1000家。

“开放形成了广东发展的独特优势，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广东给全国贡
献的一条重要经验。”迟福林说。

积极投身粤港澳合作

11 月 18 日，横琴跨境说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周运贤作为企业代表，
赴巴西圣保罗进行为期9天的洽谈交流活
动。期间，他把跨境说的“反向电商”概
念介绍给巴西企业。

这位 30 岁出头的澳门企业家，在珠
海横琴新区创业不到半年，就已拿到3000
万港元的天使投资，创业团队从十几人扩
展到116人。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的政策优势是
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周运贤说，创业谷
给澳门创业青年推出了很多优惠政策，入
驻第一年免租金，仅此一项便为团队节省
费用约150万元。

占地逾 12 万平方米的横琴新区澳门
青年创业谷，与澳门仅一河之隔。如
今，澳门单牌车入出横琴以及“港人港
税、澳人澳税”等大量配套政策的实
施，给入驻创业谷的港澳青年带来了巨
大便利。截至 11 月 28 日，创业谷已累计
孵化 227 个创业项目，其中澳门项目 123
个，占比六成。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
利合作。广东正通过畅通人流、物流、资
金流和信息流，合力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
世界级城市群。

广东中泰家具实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程祖彬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必将
推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开放，企业将
得到新的发展契机，市场变大了，产品也
将同步升级，最终带动整个产业联动升级
发展。

扩大开放促进创新

全球首款商业化、实用型喷气背包“光
启马丁飞行包”，集通信、光学遥感、物联网
监测、大数据收集和分析于一体的空中驻
留平台“云端”号，颠覆式低成本的“绿色”
运输平台“太阳方舟”……这些“黑科技”都
源于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目前，光启在超材料领域专利的申请
中占全球的 86%，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光
启的人才源于全球，光启的创新产品也源
于全球。”光启品牌总监杨婧如说，光启的
创新机构如今分布在21个国家和地区。

智能搬运机器人有序运作，挡风玻璃
全自动安装。在广汽集团整车制造二部总
装厂，生产一台汽车平均只要60多秒。

在广汽研究院院长王秋景看来，新能
源、智能化是世界汽车产业发展的两大方
向。目前，广汽已经开发出首款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无人驾驶汽车，并掌握了多项无
人驾驶技术，利用创新获得了转型发展的
源头活水。

12月4日，广东发布《广东省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
提出在多个领域放宽外资准入限制，重点
加强吸引高端外资和人才，在制造业、服务
业、金融领域等逐步扩大对外开放。

“要通过扩大开放来促进创新。”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家隆国强说，
广东要牢牢把握引进高端产业的机遇，改善
营商环境，引进更高水平的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促进本地产业结构的升级。

广东广东：：开放打开新空间开放打开新空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萌萌

中 国 倡 议 志 存 高 远
■ 华益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记者杨维汉） 12 月 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第四个国家宪
法日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重中之重，全面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的重大决策部
署，更加坚定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
履行宪法使命，更好发挥宪法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杭州12月4日电 弘扬“红船精神”座
谈会 12 月 4 日在浙江嘉兴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的深刻
内涵和时代价值，并在瞻仰南湖红船时强调要结合时
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让“红船精神”永放光
芒。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红船精
神”等革命精神的重要指示，推动把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
深入，激励和鼓舞广大干部群众用伟大精神推动伟大
实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为实现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任务不懈努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主持会议。

新时代新时代
新气象新气象

新作为新作为 张德江出席国家宪法日座谈会张德江出席国家宪法日座谈会

王沪宁出席弘扬“红船精神”座谈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记者侯丽军）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举行第二次中加总理年度对话。

李克强强调，中加同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和世界
贸易大国，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问题上发出
积极信号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愿同包括加拿大在
内的各国一道，共创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中国
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
将继续是国际投资的热土。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教育、食品安全、

能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随后，两国总理共同会见记者。
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特鲁多举

行欢迎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晓峰等参加。

李克强同特鲁多举行年度对话

张飞鹏张飞鹏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12 月 4 日 ， 浙
江省长兴县第一小
学双拥路校区开展
树 叶 贴 画 主 题 活
动，通过让学生亲
手 制 作 树 叶 贴 画 ，
增强学生的环保意
识。图为孩子们进
行树叶贴画活动。

谭云俸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杭州12月4日电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
告 2017》 和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 蓝皮书 4
日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正式发布。这是大会
举办以来，首次面向全球发布互联网领域最新学术
研究成果。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总量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
30.3%，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

根据报告，截至 2017 年 6 月，全球网民总数达

38.9 亿，普及率为 51.7%，其中，中国网民规模达
7.51 亿，居全球第一。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
主要大国和地区重塑全球竞争力的共同选择，目前
全球 22%的 GDP与涵盖技能和资本的数字经济紧密
相关，中国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三成。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形成势头，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成为全球创新的新高地。

会上还发布了世界互联网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和
中国互联网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并首次对 38个世界
主要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互联网发展状况进行了综
合评估比较。

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首发

网民规模 中国第一
数字经济 中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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