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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一带一路” 带动周边发展

中泰铁路惠及整个东南亚
本报记者 丁 子 孙广勇 俞懿春

对接“一带一路” 带动周边发展

中泰铁路惠及整个东南亚
本报记者 丁 子 孙广勇 俞懿春

12月 21日下午，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一期工程开工仪式在泰国

呵叻府巴冲县举行。泰国总理巴育出席开工仪式，中泰铁路合作联

委会中方主席、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晓涛在开工仪式上宣读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来的贺信。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泰国交通部

长阿空及来自中泰政府和相关部门等近400人出席开工仪式。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1日
电（记者闫子敏） 针对欧盟日
前发布涉华报告及反倾销调查
新方法修正案，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21日表示，欧盟对中方
采取歧视性不公正限制措施、
却绝口不提自己违反世贸规则
的行为“太虚伪”。中方敦促欧
方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同
时，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据报道，20日，欧盟
委员会发布涉华报告，对中国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品头论
足。同日，欧盟反倾销调查新
规修正案正式生效，引入市场

“严重扭曲”概念，明确规定在
符合市场“严重扭曲”情况
下，欧盟可选择第三国或国际

市场价格或成本来确定是否存
在倾销。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欧盟发表有关
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说三道
四，巧立名目对中方采取歧视
性不公正限制措施，却绝口不
提自己违反世贸规则的行为。
这种“坦然”采取双重标准的
做法太虚伪。在当今世界各国
利益交融日深的形势下，用零
和博弈思维来应对本应互利共
赢的合作，无疑是刻舟求剑，
只会损人害己。

她说，中方敦促欧方严格
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善意、全
面履行国际条约义务，避免滥
用贸易救济措施，维护中欧贸
易合作关系大局。同时，中方
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合法
权益。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欧盟涉华报告双重标准太虚伪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欧盟涉华报告双重标准太虚伪 本报北京 12 月 21 日电 （记者蒋建
科）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知识产权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授牌仪式。从
企业界、学术界以及司法、行政机关中聘
请的 169 名兼职调解员上岗，专业涵盖各
主要技术领域。

据了解，中国专利保护协会是民政部

批准、国家知识产权局业务主管的全国
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调委会
的调解工作以专利、技术秘密为重点，兼
顾其他领域知识产权案件。

授牌仪式上，调委会为专家组、法律
顾问和调解员代表发放聘书，并与京东签
署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合作协议。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1 日电
（记者孙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21日在京集体会
见了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2017澜沧
江－湄公河合作媒体峰会全体外方
代表。

黄坤明介绍了中共十九大主要

成果，表示中国将坚持亲诚惠容理
念，坚定发展同湄公河五国等周边
国家友好合作，携手构建澜湄国家
命运共同体。希望有关各国媒体以
此峰会为契机，加强交流互鉴，为
澜湄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和舆论基
础。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1 日电
（记者罗争光） 由中华思源工程扶
贫基金会和芭莎明星慈善夜捐赠的
103辆救护车，21日在北京启程奔赴
全国 14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受助医
院。据介绍，此批 103 辆救护车将捐
给内蒙古、河南、湖北、青海、宁夏、
河北、黑龙江、广西 8个省份的 14个

国家级贫困县，覆盖101家医院。
这项名为“思源救护”的公益

项目于 2013 年 1 月启动，目标是到
2020 年向全国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
每县捐赠 3 辆救护车。截至目前，
已向全国855个贫困县 （包含592个
国家级贫困县） 总计捐赠了2411辆
救护车，提前超额实现目标。

首批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员上岗首批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员上岗

14贫困县获赠103辆救护车

黄坤明会见澜湄媒体峰会外方代表

又到年终岁尾，回顾 2017 年，
哪些词语最让你印象深刻？

12 月 21 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
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
网、腾讯网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
2017”揭晓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
动共收到网友推荐的字词数千条，推
荐和投票点击量达 2亿次。“享”“初
心”“智”“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当
选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和国
际词。此前《咬文嚼字》杂志编辑部
也发布了“2017年度十大流行语”榜
单。“十九大”“新时代”“共享”“人
工智能”“不忘初心”等词语入选多
个榜单。

这些词高度概括了 2017 年度令
人难以忘怀的时事，记录了时代的变
迁、社会的发展、百姓的生活。

十九大影响深远

中共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是2017
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与其相关的“十九大”“新时代”“不
忘初心”等词语，也纷纷入选年度十
大流行语，彰显了中共十九大对人们
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

“十九大”位居十大流行语榜
首，紧随之后是“新时代”，体现出
了人们对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高
度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初心”同时入
选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

《咬文嚼字》 杂志编辑部评选的两个
流行语榜单，可见其重要意义。中共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
前进的根本动力。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杨尔弘认为，这
些词语成为流行语，不仅代表了中国人
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彰显

出大家奔向新时代的决心和干劲。

新思想新理念迭出

榜单上还出现了一系列体现新思
想、新理念的词语。如“人类命运共

同体”“撸起袖子加油干”“砥砺奋
进”“有温度”等。

“砥砺奋进”准确地概括了中国
过去 5 年的努力。“撸起袖子加油
干”则以最质朴的语言形容苦干实
干。“有温度”则与我们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度契合。

2017年也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大放
光彩的一年，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引发
世界的强烈共鸣。“人类命运共同体”当
选年度国际词，则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折射新生活方式

中国的新时代正在展开，高铁、
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成为“新四
大发明”，“共有产权房”“租购同
权”等民生措施顺应民心。

小小的词语，背后折射出的是社
会的发展变化与新型的生活方式。

“人工智能”“天舟一号”等入选年
度十大流行语，“智”当选年度国际字，
体现出 2017年中国科技发展迅猛、成
绩斐然。语音识别、智能刷脸、无人驾
驶等一系列人工智能技术让百姓的生
活越来越便捷。而中国首个货运飞船

“天舟一号”成功完成飞行任务，开创
了中国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建设的全
新高度，让无数国人深感自豪。

“共享”也同时入选两大流行语
榜单，“享”当选年度国内字，背后
体现出的是共享生活方式的日益流
行。共享发展、共享经济，共享单车
……2017 年，“共享”成为中国经济
领域的一道特殊风景，不仅给百姓的
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同时也生动反映
了中国经济的新业态，为中国经济发
展提供新动力。

年度热词出炉
记录时代变迁

张稚丹 李 贞 吴宇轩

截至12月20日，厦门港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箱。早在2016
年，厦门港就达到961万标箱，首次进入世界集装箱港口15强行列。

图为第1000万个集装箱将被吊起装船。 徐 林摄

厦门港年吞吐千万个集装箱

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为期两天的
“梦演中日杨贵妃”日前在日本国立能乐堂圆满结束。享誉世界的三
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昆曲和能乐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共同演绎
杨贵妃，两国艺术家的精彩演出，博得现场观众热烈喝彩。图为中国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中）、张静娴（右）与日本能乐界国宝级
艺术大师坂井音重一同上台谢幕。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摄

中日艺术家演绎杨贵妃

12月20日，浙
江省首个机器人主
题展馆——机器人
博展中心在杭州萧
山区正式开馆，吸
引不少市民前来体
验各类机器人带来
的黑科技魅力。该
中 心 涵 盖 展 示 展
览、互动体验、机
器人赛事等功能。

图为智能机器
人在奏乐。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浙江机器人主题展馆开放

2017年度十大网络用语揭晓

大巢大巢制图制图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从曼谷到呵叻的时
间将从现在的4—6小时
缩短至1个半小时”

铁路寄托着泰国对现代化建设和
经济发展的梦想。呵叻府距首都曼谷
约250公里，是泰国最大的府，也是
通往泰国东北部的门户。中泰铁路选
择在这里开工，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
实意义：1896 年正式运营的泰国第
一条铁路线正是连接曼谷和呵叻；中
泰铁路合作项目建成后将是泰国第一
条标准轨高速铁路。

在开工仪式现场，一根石柱矗
立，纪念泰国曼谷王朝第五世王朱拉
隆功于 1898 年到此视察铁路运行。
100 多年过去，“泰国迎来了历史上
第二次铁路科技革新”，阿空21日在
开工仪式现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这第二次改革给泰国带来高
铁，让泰国与‘一带一路’倡议对
接，将带动整个经济圈的发展。”

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一期工程全长
252.3 公里，其中高架桥轨道线路长
181.94 公里，地面轨道线路长 63.95
公里，隧道长 6.44公里。沿途共设 6
站，设计最高时速 250 公里，“建成
之后从曼谷到呵叻的通行时间将从现
在的 4-6 小时缩短至 1 个半小时。”
呵叻府府尹威谦在开工仪式上说。

泰国总理巴育在致辞中表示，中
泰友好历史悠久，双方在经济、社会、
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铁路项目不仅将促进泰国经济发展，
也将有利于区域互联互通。将把泰国
与周边国家连接起来，成为“一带一
路”交通网络的一部分，有助于泰国成
为东盟交通和物流中心，助力泰国可
持续发展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致辞
最后，巴育用中文说，泰中两国将在铁
路项目上“同心协力，事事顺利”。

“一带一路正促成东
盟国家通过铁路相互连
接，并通向亚欧”

中泰铁路是两国务实合作的旗舰
项目，也是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重要的互联互通项目。这条铁路的
建设，不论从本国还是地区层面看，
都有利于泰国的长远发展，符合泰国

人民的切身利益。
然而“好事多磨”。中泰铁路项目在

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迄今为
止，双方设立的铁路项目联委会围绕相
关问题进行了20多轮谈判。中方将在建
设过程中同泰方分享高铁技术，帮助泰
方培训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真正使高
铁在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泰国政府
为了让这一项目与泰国整体发展有机
结合，制定了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并将对相关法律法规作出调整。用巴育
的话讲，要努力建成“泰中铁路合作项
目这样的历史性大项目”，只有这样，

“我们的国家才能发展向前”。
在双方努力下，中泰铁路合作项

目谈判逐步取得突破性进展。9 月 4
日，中泰双方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项
目 （曼谷至呵叻段） 详细设计合同和
施工监理咨询合同。同在9月，中泰
两国领导人达成一致，要落实好《共

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
录》和未来5年《战略性合作共同行
动计划》，加强投资、铁路和互联网
金融、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领域合
作。这为中泰铁路项目一期工程首段
正式动工创造了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正促成东盟
国家通过铁路相互连接，并通向亚
欧。”阿空说。专程从曼谷来参加开
工仪式的泰国铁路工程师技术学校学
生武提猜对本报记者说，我们非常感
谢中国。项目建成后，泰国将拥有第
一条高速铁路，我希望自己将来能够
成为这条线路的列车司机。”

“我们今后不仅可以
坐火车到曼谷，还可以
到中国”

“我们都很期待中泰铁路尽快开

通，现在从呵叻到曼谷经常堵车，让
人头疼。”在呵叻府政府部门工作的
伊萨雅告诉本报记者，“将来火车开
通了，我们不仅可以坐火车到曼谷，
还可以到中国。高铁将使泰国人的出
行范围更广，与世界的联系更密切。
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中泰铁路建设好。”

泰国是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合
作伙伴，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的建设不
仅有利于带动铁路沿线地区和产业的
繁荣发展，也将完善泛亚铁路中线建
设，进一步奠定泰国作为地区互联互
通枢纽和东盟重要经济中心的地位。
实际上，中泰铁路的每一个进展，都
让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泰国 4.0
发展规划的衔接更加紧密。当前，泰
国正积极推动东部经济走廊建设，中
泰铁路将成为连接东部经济走廊与中
国的大动脉，促进泰国同中国巨大市
场的对接，为泰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
施保障。

中泰铁路也是一个惠及整个东南
亚的惠民工程。阿空表示，铁路合作
项目不仅带动泰国东北部发展，二期
工程还将把铁路延伸至与老挝首都万
象一河之隔的廊开府，实现与中老铁
路磨丁至万象段的连接，使泰国整个
国家及周边区域受益。

（本报泰国呵叻12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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