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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
习近平20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彰显中
华民族的豪情壮志，发出迈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号召，引发海外
人士热烈反响。

“习主席的讲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历史担当，以及引领时代
潮流、坚定与人民肩并肩奋斗的精神特质。”巴西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罗
尼·林斯说，习主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心系全
人类、放眼世界的长远眼光，体现了中国人民将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各国
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天下情怀，也再次体现了中国兼济天
下的大爱理念。

曾在中国工作过5年的芬兰阿尔托大学商学院教授卡尔·费说：“中
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
想精神的人民，我对习主席的这些话深表赞同”。

瑞士外国记者协会副主席肯尼说，世界有理由期待拥有伟大梦想
的中国人民能够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相信在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中国的
复兴与世界的发展会更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法国中欧论坛创始人戴维·戈塞说，习主席的讲话以及此次两会引
发的热烈反响反映出当代中国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中国的改革为稳
定提供了坚实基础；二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正在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

比利时迪南市市长富尔诺特别赞赏习主席在讲话中作出的“以更
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这一承诺。他
说，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全世界都有望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更
大益处。

埃及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易迈拉赫说：“相信中国一定会贡献
出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以色列海法大学亚洲研究系中国关系学者埃夫龙说，中国在制定
政策时高效而果敢，有能力解决以前解决起来非常困难的问题，完成
更重大使命。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巴基斯坦伊
斯兰堡国际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乔杜里就此表示，这不仅是为中国人
民谋福利，也是为了推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肯尼亚智库非洲民主与领导力研究院执行主任科迪说，中国领导
人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强烈愿望，
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坚定信念。他说，“一带一路”建设
将给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老挝孟雅县县长杨牙格说，习主席表示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孟雅人民对老中铁路的建设成功充满信心，对铁路的未来充满
信心。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克列茨基说，习主席在讲
话中再次提及的“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规划，
其建设成果将被沿线国家人民共享。

南非金山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谢尔顿说，中国的减贫成就在人类
历史上首屈一指，非洲国家可以从中借鉴，学到经验。

本报台北3月21日电（记者吴亚明、孙
立极） 习近平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受到台湾舆论广泛
关注，并引发热议。

21 日出版的台湾各大报纸，均大篇幅报
道了习近平主席讲话主要内容。《中国时报》
等媒体注意到，讲话涉台部分短短300字，却
4 度获得 2900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的热烈掌
声，充分显示大陆坚如磐石的反分裂立场。

《中 国 时 报》 的 新 闻 透 视 文 章 认 为 ，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
外部势力发出的最强警告。大陆对解决台湾
问题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如果民进党或“台
独”势力误判情势，以为可“挟洋自重”，
大打“联美制陆”牌，必将自食恶果、玩火
自焚。

《联合报》 直接以“每寸领土不分割”
为大标题，大篇幅解读习主席的讲话。《旺
报》 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发出了“反
独”促统最强音。《旺报》 刊发的评论指
出，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宣示，每一寸领土
都绝对不能也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就是
在警告台湾当局切勿试探大陆的底线。如果
民进党继续往“台独”方向蠢动，大陆方面
绝不会坐视。

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劳动党
主席吴荣元认为，习主席斩钉截铁的宣示，
将对“台独”分裂势力起到震慑作用。他表
示，讲话同时也展现诚意善意，在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的原则底线
下，提出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利益，分享大
陆发展机遇，清楚明白地把台湾同胞放在最
高位置，这是“发出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
最强音”。

台湾的中华民族致公党主席陈柏光也注
意到习主席讲话对于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强
调。他认为台湾有不错的软实力，人才荟
萃，期望台湾同胞都能趁势抓住大陆发展的
机遇。陈柏光说，大陆推出的 31 项惠台政策，
如果台湾善加利用，对于刺激经济发展将有
莫大帮助。陈柏光表示，中华民族致公党坚
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并愿在此关键
时刻扮演重要角色，为两岸和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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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积极评价习主席重要讲话

展现中共强烈历史担当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政
党领导人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
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巴西总统特梅尔表示，欣悉您当选中国国家主
席，我谨表示衷心祝贺。我愿继续与您共同努力，
进一步加强巴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两国共同
发展。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
正在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进。衷心
祝愿中国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开启辉煌的新时代。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
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近年来，厄瓜多尔和中国
的友好合作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祝中国繁荣
昌盛。

加蓬总统邦戈表示，值此令人欣喜的时刻，我
谨对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系列重大决
定表示敬意。这些重大决定将有利于推进您提出的
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举措，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造福友好的中国人民。

几内亚总统孔戴表示，您的当选是您在中华民
族复兴的光辉历史进程中发挥卓越作用的必然结
果。伴随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国将日益强大稳

定，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团结、和平和繁荣。
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表示，我谨代表塞拉利昂

政府和人民，衷心祝愿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坚
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衷心祝贺您当选中
国国家主席。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实现巨大发展，
土中关系也取得重要进展。我相信中国将在新时代
继续书写成功，我对土中关系未来充满信心。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向您并通过您向
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约方愿同中方一
道，继续致力于为两国及世界人民开辟更加美好、
繁荣、公正、和平的未来。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相信在您领导下，中国未
来将更加蓬勃发展。在波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指引
下，我们两国定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表示，祝愿您在崇高的
工作岗位上不断取得成功。我坚信，希中两国将继
续进行建设性对话，为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创造更
多机遇。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表示，您卓越领

导中国快速发展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相信在您的
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表示，您与缅甸建立了
亲密友好、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您的当选为进
一步促进缅中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提供了良好
机遇，对此我深感高兴。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表示，中国发展
成就以及中国在应对全球性严峻挑战中发挥的领导
作用令世人瞩目。您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体现
了中国人民对您英明领导的拥护。相信在您的英明
领导下，中国的未来将更加光明。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利比里
亚总统维阿、科摩罗总统阿扎利、厄立特里亚总统
伊萨亚斯、安哥拉总统洛伦索、南苏丹总统基尔、
黎巴嫩总统奥恩、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荷兰首相吕
特、毛里求斯总理普拉温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执行主任西迪贝、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俄
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日本自
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
示祝贺。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 奋斗在新时代

0.5毫米有多厚？也许很多人没什么特别概念，
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
院 7416 厂工人徐立平清楚地知道。0.5 毫米，这是
航天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而他整
形的精度，不超过0.2毫米。什么概念？他拿起桌上
的一张A4纸对折起来说，“就这么厚”。

从1987年参加工作，徐立平一直从事极其危险
的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微整形工作，被称
为“在炸药堆里工作的人”、“雕刻火药的大国工
匠”、“时代楷模”。

和徐立平第一次见面是今年两会期间在他所在
的陕西团驻地——中国职工之家大厅里，他身材挺
拔、瘦削，神情有些严肃。记者注意到，他身体有
些倾斜，肩膀一高一低，走路有些不稳。他解释
说，因为工作时需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久而久
之就变成这样了。

固体燃料俗称火药。给发动机药面进行微整
形，就是按工艺要求、用特制刀具对已经浇注固化
好的推进剂药面进行精细修整，以满足火箭飞行的
各种复杂要求。由于工序特殊，迄今为止再精密的
机器都无法完全替代人工。

除了高精度，这个岗位的高危险性更令人生
畏。徐立平说，整形时就像躺在炸药包上，一旦刀

具碰到金属壳体，或者摩擦过大发生静电放电，就
会瞬间引起燃烧、爆炸。“几千度的高温，操作的人
没有一点安全逃生机会。”

经过多年实验，他终于研发出一套半自动整形专
用刀具，使工作效率、操作可靠性大幅提升，这台刀具
后来被命名为“立平刀”。他还和工友们根据不同类型
的发动机、整形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部位，设计、制作和
改进了几十种刀具，其中9种申请了国家专利。

几年前，工厂引进了国内最大的立式整形机，
希望代替部分手工操作。然而，熟悉和使用过程远
比想象的艰难得多。它能否全面运用到药面整形

上，国内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活到老，学到老。”徐立平

从熟记代码开始，一点点熟悉、
一步步掌握，逐步摸索出适用于
各种燃速推进剂的整形参数，并
针对特殊型面设计了专用整形刀
具。最终，他不仅为数控整形机
编写出完整程序，还首次在国内
实现了数控机床在推进剂药面整
形工序的应用。同时，他还根据

多年来工作经验提出了改装吸屑装置、加装连锁装
置等20余项改造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说到了我心坎里。”徐立平说，30
多年的工作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幸福都
不是靠等来的，而是靠艰苦奋斗获得的。“中国航天
事业上世纪50年代从零开始，靠着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才创造了今天的成就和奇迹。”

走进新时代，徐立平有了一个新身份：全国人
大代表，责任更为重大。为此，他设定了一个“小
目标”：“我们的工作环境比较危险，工作量也在不
断增加，我要继续带领班组，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同时培养更多青年技能人才。”他建议国家加大对校
企合作的支持力度，加强对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

“有了培训基地和人才，我们就可以利用包括人工智
能在内的技术，进行科技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精
度，并保证人员安全。”

今年，长征十一号火箭将从海上发射，这是中
国运载火箭的海上“首秀”。作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中唯一一型固体运载火箭，长征十一号的发动机就
是徐立平所在的中航集团四院生产的。“为了确保发
射圆满成功，我们对工作的要求更为严格，将保质
保量地、安全地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

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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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澳门3月21日电（记者王晨曦） 中国－葡语国家
经贸合作论坛 （澳门）（简称中葡论坛） 成立15周年暨中葡平台
建设座谈会于21日在澳门举行，近200位代表出席。

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徐迎真在致辞时表示，中葡论
坛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政府间合作更加紧密、贸易投资快速增
长、合作举措更加务实、领域更加广泛、论坛影响力不断提
升、澳门“一个平台”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等方面。

商务部台港澳司司长孙彤表示，论坛成立以来，澳门建设
中葡经贸合作平台不断取得新成效，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将中
葡论坛打造成“一带一路”开放、合作的成功典范。

据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闫子敏）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企业带
来重大机遇，受到普遍欢迎。

有记者问：近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通过运用金融搜索引擎作出的分析显示，包括霍尼韦尔、汇丰
银行、西门子、力拓、施奈德电气等多家跨国公司高管都表
示，“一带一路”倡议为其提供了难得商机，表示要积极抓住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你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5年来，随着‘一带

一路’合作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企业对
‘一带一路’倡议投出了‘信任票’和‘支持票’，并从‘一带
一路’合作的平等、开放和普惠中获益。”华春莹表示，中方愿
同各方一道，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好“一带一
路”，为世界各国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机遇。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记者汪灵犀） 据媒体报道，台湾当局行政
部门负责人赖清德20日声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主权
独立”的事实不会因为外界而有任何改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对此表示，这种赤裸裸的“台独”言论，是对两岸关系的严重挑衅，
必将自食恶果。

安峰山指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我们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活动，一切分裂国家的行径和伎俩都注定是要失败的，都
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搞“台独”分裂必将自食恶果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一带一路”为全球企业带来机遇

澳门庆祝中葡论坛成立15周年

本报香港3月21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演艺界内地发展协
进会 （演艺内协会） 21日在香港湾仔会展中心举行启动礼。演
艺内协会会长成龙、执行会长曾志伟及副会长汪明荃等香港演
艺界代表共同出席并主礼启动仪式。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为启动礼录制的短片中表
示，香港演艺界人才辈出、声影视作品理想，是香港在文化领
域的“软实力”。

据介绍，演艺内协会将于香港、北京及横店设立联络办事
处，协助香港电影业在内地的交流及发展。演艺内协会创会成
员还包括谭咏麟、莫华伦、古天乐及谢霆锋等。

香港演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成立

本报北京3月21日电（记者陆培法） 根据中核集团官网消息，3月21日9时21分，中国
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示范工程中核集团福清核电6号机组提前10天实现穹顶吊装。这
是继“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5号机组和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2号机组实现穹顶吊装
后，全球第三台、国内第二台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中国自主三
代核电技术工程建设按计划有序推进。

图为反应堆穹顶吊装成功。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再传佳音

全球第三台“华龙一号”穹顶吊装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