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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杜尚别10月11日电 （记者白阳、周翰
博）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下午，应塔吉克斯坦共和
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
机抵达杜尚别国际机场，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政府首脑 （总理） 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并对
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总理夫人程
虹，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
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
员同机抵达。

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率政府高级官员
到机场迎接。身着民族服装的当地青年在舷梯旁
热情迎候，向李克强和程虹献上鲜花。中国驻塔
吉克斯坦大使岳斌也到机场迎接。

随后，塔方在机场为李克强夫妇举行隆重欢
迎仪式。军乐队高奏中塔两国国歌。李克强在拉苏
尔佐达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李克强表示，中塔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真诚互信的亲密朋友，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2017年，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共同将中塔关
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政治互信不断
深化，各领域合作蒸蒸日上。我期待在此访期间
同塔方领导人就深化双边关系与各领域务实合作
深入交换意见，让中塔双方精心培育的友谊之树更
加枝繁叶茂，结出更多造福两国人民的累累硕果。

李克强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时期，上海合作组织在助力各国维护稳
定、提振经济、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
中方愿同相关各方一道秉持“上海精神”，就落实
青岛峰会成果、深化各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共同推动上合组织在时代变局中行稳致远，为地
区各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访问塔吉克斯坦期间，李克强将会见拉赫蒙
总统，同拉苏尔佐达总理举行会谈、共见记者，
并将共同见证双方合作项目启动和有关文件签署。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期间，李克强将
同成员国领导人共同规划本组织未来务实合作、
签署合作文件，并将同与会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
双边会见。

本报北京10月11日电 （记者白阳） 应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荷兰王国首相吕
特、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
克和比利时王国首相米歇尔邀请，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11 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塔吉克斯
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 （总理）
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并正式访问塔吉克斯坦，对
荷兰进行正式访问，赴比利时出席第十二届亚欧
首脑会议并对比利时进行工作访问。

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离京。

新华社北京10月 11日电 （记
者孙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1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越南公安部部长苏林。

栗战书说，近年来，习近平总
书记和阮富仲总书记两次实现年内
历史性互访，从战略高度为新时代
发展中越关系指明了方向。中越同
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方愿同越南党
和政府一道，按照“十六字”方针
和“四好”精神，进一步传承好中

越传统友谊，建设好具有战略意义
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希望双方公安
部门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的
重要共识，认真规划、务实推进双
边执法安全合作，为中越友好合作
保驾护航，为巩固两党执政地位、
维护两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
新贡献。

苏林积极评价越中两党两国关
系，表示愿不断加强越中执法安全
各领域务实合作。

赵克志参加会见。

栗战书会见越南客人栗战书会见越南客人

本报深圳10月10日电（记者贺
林平） 南方人的免疫力更强；通过
基因数据可以推断个人的身高；基
因检测能间接推断其易感阿兹海默
症的几率……由中国科学家主导，
历时两年，对 14 余万中国人的无创
产前基因检测数据研究取得重大成
果，该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 《细胞》 中，首次揭
示了中国人群基因遗传特征。

基因是生命的密码，国家级人
群基因组学研究以及对遗传资源的
保护与应用是精准医学的基础，直
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在生物医学领域
的核心竞争力。大规模人群基因组
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与疾病 （或表
型性状） 显著相关甚至是起决定性
作用的遗传变异。为此，在基因测
序和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上深耕多
年，并且成功运营我国首个国家基
因库的深圳华大基因在 2016 年正式

发起“百万人群基因大数据研究”
项目，希望促进遗传学研究与精准
医学事业的发展。此次发表在 《细
胞》上的正是其第一期成果。

虽 然 我 国 人 口 众 多 ， 历 史 悠
久，但长久以来，由于实验研究抽
样不充分，导致我们对自身的遗传
特征认识不多。在本次研究中，华
大的研究小组成功构建了包含904万
个多态性位点在内的中国人基因频
率数据库，其中约有 20 万个多态性
位点属于首次发现，这是目前正式
发表的最大规模的中国人群基因频
率数据库。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小组确定
了6个在地区纬度方向上受到强烈自
然选择的基因，它们在基因频率上
呈现明显的南北差异，充分展现了
饮食、气候、病原体等环境因素对
中国人群的演化所起到的选择作用。

比如，由于古代在北方、西北

等地区如新疆、青海和内蒙古等省
份可能由于蔬菜获取比较困难，导
致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肉类摄入
比例较大，因此，促进脂肪代谢率
的等位基因在这些地区有明显富集
的趋势；而古代中国南方由于自然环
境恶劣，病原微生物尤其是疟疾盛
行，因此对于生存于该地区的人在免
疫力方面有较高的要求。

同时，研究小组通过分析人群
遗传距离的变化和基因流方向，揭
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群体的遗传结
构特点及中国各省与欧洲、南亚、
东亚人群的基因交流程度 （或者说
是通婚程度），发现当今中国人的遗
传特点同时受到丝绸之路及近代人
口大规模迁徙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甘肃以及靠近甘肃省的宁夏和青海
省的汉族人群体中所含有的欧洲人
成分高于其它省份，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1.7倍，达到0.115%。

研究小组还全面揭示了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人群病毒携带率
以及病毒在个体血浆中丰度的分
布。其中，研究发现，中国人血浆
的病毒组与欧洲人存在比较大的差
异，比如，在欧洲人群中携带率排
名前两位分别是与皮肤急疹相关的
疱疹病毒7型及与鼻咽癌相关的疱疹
病毒4型，而在我国人群中排在首位
的则是乙肝病毒，其感染发生率大
约为2.5%。

“此次研究成果证明了生命科学
产业已经从单个样本的检测和诊
断，正式进入了基因大数据时代。”
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文章第
一通讯作者徐讯表示，未来中国科
学家得以借助对基因大数据的研究
和分析，更深刻地了解人类的生老
病死，进一步促进我们对复杂疾
病、罕见病、药物研发、肿瘤基因
解读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开发。

百万人群基因大数据研究表明

丝路影响了中国人遗传特征

10月11日，首届奔子栏锅庄文化艺术节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
县奔子栏镇开幕。开幕式上，奔子栏镇被授予“中国藏族锅庄舞文化之
乡”。锅庄节活动将持续几天。图为授牌仪式。 江 初 王靖萍摄影报道

锅庄文化艺术节开幕锅庄文化艺术节开幕

自 2016 年 起 ， 河
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投
资 3.8 亿多元对全县 15
个乡镇的 46 个贫困山
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截至目前已建成 30 个
安置小区，安置搬迁群
众4472人，其余4个安
置小区主体工程已竣
工，预计 11 月底全部
完成搬迁。

图 为 10 月 11 日 ，
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
龙潭村村民在新居前聊
天。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易地扶贫搬新居易地扶贫搬新居

10月11日，由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主办，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
心、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广
州市保利锦汉展览有限公司协办的
2018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
际康复博览会在京开幕。

本届博览会汇聚来自22个国家
和地区近 350 家知名企业，呈现康
复、辅助器具等领域的创新产品和
技术成果。

精英品牌同台闪耀

展厅内，各大展区人头攒动。
康复展区全面涵盖儿童及成人领域
相关产品，先进疗法和技术层出不
穷。泰亿格带来言语障碍整体解决
方案；钱璟康复推出“康养小屋”
方案，打造云环境下老年人远程康
复指导服务新模式；日酉辰科技展
出的太空水疗舱，集成按摩疗理、蒸
熏水疗等多功能。假肢、矫形器展区，
奥索、奥托博克、瑞哈国际、福睿德等
公司的产品汇聚全球前沿技术，智能
穿戴设备彰显科技发展。

海外展区备受瞩目

辅具成果展区以中国残疾人辅
助器具中心为首，联合辽宁、四川

等 6 个国家辅助器具区域中心，展
出辅助器具适配、人才培训、服务
项目实施、质量检测等内容，全方
位展示各地辅具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本届博览会首次打造的海外和
台湾地区展区备受瞩目。其中，加
拿大展团携十余家知名企业带来外
骨骼机器人、智能康复训练系统、
虚拟护理系统、智能轮椅等前沿产
品。韩国、日本、以色列和台湾地
区也派出企业强势出击，以此作为
试水中国市场的首站。

精英共探产业热点

以“科技+辅具，Gofun，够精
彩”为主题的互动体验活动区是福
祉博览会举办以来的首次尝试。该
区域涵盖冬季残奥项目体验、创造
力课堂、辅具无碍出行、视听体验
区、辅具知识花园等多元体验内
容，让观众尽情感受科技与辅具相
结合的魅力。

展会首日，国际残疾与发展高
峰论坛、第九届国际低视力康复论
坛、辅助器具标准研究国际研讨
会、辅助器具多边合作项目研讨
会、中国康复与养老高峰论坛等专
业会议也同址召开。

2018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开幕

科 技 让 生 命 更 精 彩
本报记者 陈劲松

华服展演“中式之美”

10月 11日，青岛世界大学生时尚设计大赛·新中装礼服体系发布会在
青岛举行。图为模特在发布会上展示服装。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李克强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
本报杜尚别10月 11日电 （记

者白阳、周翰博） 当地时间10月11
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尚别
下榻饭店会见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会议的哈萨
克斯坦总理萨金塔耶夫。

李克强表示，中哈是真诚互信
的友好邻邦和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
伙伴。双方都将对方稳定、发展和
振兴视为自身发展的良好机遇。中
方愿同哈方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将

“一带一路”倡议同哈方“光明之
路”新经济政策深度对接，充分发

挥中哈产能合作示范效应，稳步推
进既有合作项目，不断开拓新的合
作领域。希望双方加强口岸对接，
扩大贸易规模，共同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以更多务
实合作成果造福两国和地区人民。

萨金塔耶夫表示，哈中两国关系
友好，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产能合
作项目稳步推进。哈方愿同中方深入
对接发展战略，推动哈口岸改造升
级，提高货物在哈过境量，进一步扩
大农产品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离京出席上合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并正式访问塔吉克
斯坦和荷兰、出席亚欧首脑会议并对比利时进行工作访问

图为李克强在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李 克 强 抵 达 杜 尚 别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第三届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10月11日在
法国巴黎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向颁奖仪
式致贺词。

彭丽媛对颁奖仪式的举行表示衷心祝贺，向

获奖的牙买加妇女中心和埃及米歇尔-凯尔基金
会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美好的祝愿。

彭丽媛表示，女童和妇女教育是一项崇高的事
业。发展女童和妇女教育，让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
释放自身发展潜力的机会，是实现全球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举措。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为鼓励更多人投身这项
伟大事业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获奖者们致力
于推动教育公平、帮助女童和妇女实现人生梦想，
他们真诚奉献、不懈努力的精神令人敬佩。

彭丽媛强调，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
童和妇女教育特使，我愿同各位一道，共同支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性别平等全球优先事项，让世
界上每个女童、每位女性都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由中国
政府提议并资助设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该
领域设立的首个奖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届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

彭 丽 媛 向 颁 奖 仪 式 致 贺 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