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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30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 5 月 30 日致电纳伦德
拉·莫迪，祝贺他连任印度共和国
总理。

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当前中印关系持续向前发

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这不仅符
合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期待，
也为全球和地区提供了稳定性和正能
量。我愿同莫迪总理共同努力，推动
中印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不断取
得新进展。

李克强电贺莫迪连任印总理

据新华社北京5月 30日电 （记
者杨依军）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30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

汪洋表示，中古都是社会主义国
家，建交近 60 年来，两国传统友谊
日益加深，务实合作持续取得新成
果。国际风云变幻，两党两国友好关

系不会变。我们愿同古方共同落实
习近平主席同迪亚斯－卡内尔主席
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
强两国在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配
合，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两
国传统友谊和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
得新的硕果。

汪洋会见古巴外长 ■ 顺应趋势和特点推进集群式创新

美国动用国家机器打压华为，不仅要消除其
5G优势，甚至要致其于死地。对此，中国科学院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万劲波评价说，华为
全球领先的5G优势是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持之以
恒投入创新、充分运用全球创新资源、艰苦奋斗
取得的。它将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受益的不
仅是华为、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瑾认为，美国
政府打压华为，不仅破坏了自由贸易规则和全球创
新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而且损害了包括美国供应
商在内的生产者权益和包括美国消费者在内的消
费者权益。“华为事件”表明，中国科技创新和科技
产业发展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来应对美国设置的
障碍，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开放合作
向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的方向转变。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济武指出，
企业和政府应高度重视和推进集群式创新。他

说，作为一种创新组织形式，集群式创新就是把
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的同一产业或相关联
产业，通过集中或靠近，依托产业链，形成创新
链，产生创新聚集效应，获得创新优势。“互联
网+”使集群式创新在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和整合
创新资源方面如虎添翼。因此，要大力推进”互
联网+”，汇聚促进创新的磅礴动力。万劲波认
为，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企业
等创新主体要“正视现实、承认差距、密切跟
踪、迎头赶上”，脚踏实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下定决心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建立新型资源配置
方式和创新组织模式；政府层面要深化改革开
放，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创新友好的市场秩序和
社会环境，将政策链与创新链、产业链、人才
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创新投融资渠道
和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保障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 加强国际协同打造创新生态系统

王济武指出，美国曾与英国围绕航空业，与

日本围绕芯片业多次交锋，在挑起贸易摩擦方面
可谓驾轻就熟、手法老到。此次“华为事件”更
是其在贸易谈判配合下对中国科技产业发动的一
次突袭。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更加警惕、理智应
对，并做好长期交锋的准备；另一方面，要继续
艰苦奋斗，踏实创新。

在具体应对措施上，王济武认为，要继续发
挥政府对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更大范围
的国际技术集成与协同；加大金融支持新兴产业
力度；扩大国内各方协同，组成突围“集团军”。

王济武强调，还有两方面工作至关重要：一
是大力推动研发经济。以人工智能、生命科技、
信息科技为主的研发经济将直接带动产业升级并
可引发新的创新革命。因此，中国要继续加大研
发投入并优化投入结构。二是以“政府+产业+大
学” “园区+产业+金融”“技术+资本+产业”
等“立体三螺旋”模式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
展，整合协同各类创新资源，激发各类创新要素
的潜力和活力。

近日，中国华为公司被美国的升级遏制措施推上了风口浪尖。重压之下，华为采取了“备胎”
芯片“转正”等应对举措。华为CEO任正非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自信从容地阐释了华为的立场
和措施，表示华为虽遭遇暂时困难，但能经受住考验。

“华为事件”再次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形势下，中
国企业，尤其是中国高科技企业，怎样实现技术自立，才能经受住“暴风骤雨”——

中国科技企业需要更多创新
本报记者 张保淑

据新华社海牙5月 30日电 （记
者李忠发、刘芳） 应荷兰首相吕特邀
请，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当地时间5月
28 日至 30 日访问荷兰，分别会见威
廉－亚历山大国王和吕特首相。

王岐山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
亲切问候。他表示，中方欢迎荷方积
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希望

荷方继续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透
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共同建设好
中荷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同吕特会谈时，王岐山表示，中
方支持欧洲一体化建设，合作共赢是
中欧关系的基本面，中方愿与欧方共
同维护和坚持自由贸易原则，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

王岐山访问荷兰

据新华社北京5月 30日电 （记
者于佳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30 日表示，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是
由于美国出口管制等非经济因素以及
储蓄率低等原因造成的，加征关税根
本解决不了贸易不平衡问题。

此前美方有言论称，中国在为美
国加征的关税买单。高峰在商务部当
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说，

“关于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的影响，
我想强调的是，美方的贸易霸凌做
法，最终损害的是美国自身，买单的

是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
高峰强调，中方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和尊严、坚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
决心不会动摇。对于美方加征关税的
霸凌主义做法，中方坚决反对，将进
行必要的反制。

高峰还表示，所有在华外资企业
的合法权益都将得到中国政府的保
护。我们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继续致力于为各类企业打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
营商环境。

商务部表示

加征关税根本解决不了贸易不平衡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5月
30 日电 （记 者白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
丽媛 30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中华女子学院国际硕士研究生。

在欢快的气氛中，彭丽媛与同学们一起观看
她们在中国学习生活的短片，欣赏同学们表演的
诗朗诵、合唱和舞蹈节目，听取学生代表讲述在
华留学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彭丽媛称赞同学们的精彩表演和生动介绍。她
表示，同学们即将学成回国，相信这次特殊的学习经
历将会加深你们对中国的了解。希望你们回国后能
够成为连接中国和你们国家的桥梁和纽带，为促进
全球妇女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彭丽媛介绍了她担
任中国“春蕾计划”促进
女童教育特使，以及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

童和妇女教育特使所做工作的情况。彭丽媛说，中
国高度重视妇女事业，愿同世界各国积极开展妇女
领域合作，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条
件，为妇女成长提供平等、优质的教育机会，让妇女
获得知识和技能，实现精彩人生。

彭丽媛会见中华女子学院国际硕士研究生

本报北京5月 30日电 （记者郑
娜、赵晓霞） 6 月 8 日是中国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 （以下简称遗产日）。文
化和旅游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
遗产日前后中国各地一系列文博和非
遗主题活动。

据介绍，今年遗产日的文博活动
主题为“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红色基
因”，主会场设在陕西延安。30 个省
区市、5 个计划单列市累计将举办

1200 多项革命文物主题宣传活动和
文物惠民服务项目。

今年遗产日非遗主会场设在广
东广州。40 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将齐聚广州，
通过展览、展演、座谈、论坛等系
列活动，展现中国非遗传承发展的
生动实践。各省区市在今年遗产日
期间将举办 3200 多项非遗宣传展示
活动。

5月29日，受北京市委宣传部委托、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牵头、歌华传媒
集团承建的大数据平台“北京云”亮相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
业博览会，该平台旨在实现“新闻+政务+服务”的功能。 胡 佚摄

“北京云”亮相文博会

中国遗产日将迎4400余项活动

（上接第一版）
像这样的信，习近平经常收到。2016 年，

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校同师生们交流时，叮嘱
同学们小卫星发射时要记得告诉他，卫星发射
前，同学们立刻给总书记写了信；2018 年春节，
习近平收到一份特殊春节礼物——香港“少年警
讯”成员们亲手制作的新春贺卡；而2018年一封
来自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的学生来信，则让他
十分高兴地得知孩子们学习生活环境改善。

“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黑板上写着4个大字：做客喀什。
伴着朗朗读书声，习近平走进教室，看着同

学们在老师指导下学习汉语课文。这是 2014 年 4
月28日上午，习近平来到新疆疏附县托克扎克镇
中心小学，与六年级一班的同学们聊天。

“上学之前会说汉语吗？”习近平问。“不会，
上学以后学会的。”一位叫如克耶的同学用流利的
汉语回答。来到这里，习近平十分关心双语教学
情况，向老师们了解学生家长是不是都支持双语
教育，勉励孩子们一定要学好汉语。

精忠报国，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的孩子们写
下的这4个字，勾起了习近平的回忆。

“我从小就受这4个字影响，四五岁时妈妈买
了小人书，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
事……”习近平对孩子们深情地说。“精忠报国，

是我一生的目标。”
如何教育好下一代，一直是习近平十分关心

和重视的问题。
2013年 5月 21日，习近平在四川芦山地震灾

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期间，曾鼓励当地的孩子们
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
书，才能梦想成真。”2013年5月29日，习近平在
北京市少年宫参加主题队日活动时对孩子们说：

“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2015年
6月1日，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告诉孩子们，志向是人生的
航标。一个人要做出一番成就，就要有自己的志
向。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向，但人生最重要的志
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人们各种
具体志向的底盘，也是人生的脊梁。

习近平喜欢与孩子们交流。谆谆教导，真挚
的话语播撒在无数孩子心中。

“中国梦要靠你们来实现”

2015年 6月，贵州遵义花茂村，该村白泥组
的党员群众之家门口，几个孩子在打乒乓球。
习近平走上前去，问大家学校远不远、放学怎么
回家。孩子们说，只有一公里的路，走10多分钟
就到家了。习近平放心地点点头。

同样地处西南地区的一群孩子，却曾让习近平

“揪心”。2017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在四川代表
团参加审议时特意提到，看到凉山州“悬崖村”
的村民和孩子们常年在悬崖上爬藤条，上山下
乡，安全得不到保证，看了以后心情很沉重，也
很揪心。在习近平的关心下，全村小学生的上学
出行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习近平对孩子们成长的关心，还体现在涉及
儿童权益的诸多改革措施中。

2016年3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并
指出儿童健康事关家庭幸福和民族未来。

去年，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我国学生
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
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
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中国青少年
视力健康一直牵动着习近平的心，此前他已就相
关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在千千万万孩子们身上，寄托着总书记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殷殷希望。

2014年 5月 30日，习近平来到北京市海淀区
民族小学。书法老师请习近平为“中国梦”点上
最后一笔。习近平对孩子们说，中国梦要靠你们
来实现。第一个“一百年”时，今天十岁的孩子
十六七岁；到第二个“一百年”时，现在的孩子
四五十岁，正逢其时。“两个一百年”要靠你们接
力奋斗，还是你们来点这一笔吧。

“六一”儿童
节前夕，武警江西
省总队赣州支队官
兵来到赣州慧聪儿
童康复训练中心，
与孩子们一起做游
戏 ， 一 起 交 流 玩
耍，陪他们度过难
忘的快乐时光。图
为警官与孩子们做
游戏。

曹先训、刘青
摄影报道

江西：爱心助残迎“六一”

1967 年，我出生在福建福清的一个小渔
村。十几年如一日地埋头苦读，一路过五关斩
六将，终于考进厦门集美航海学院。毕业时，
我争取到了首批去隶属香港一家公司的东方联
盟号货轮上工作的机会。我是船上唯一一名大
陆船员，当时在船上受排挤的情景，至今仍历
历在目。

刚上船，我被指派的第一个任务是洗厕
所。面对某些外国船员的无端挑剔和指责，我
除了回答“是的，先生”，别无选择。每当此
时，我便发誓一定要把工作做到极致，让他们
无从挑剔。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从洗厕所的底层学
徒升为轮机部的中级学徒，船体上够得着的铁
锈已经被我清除了一遍，船体的整体结构我也
了如指掌。

就在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的时候，一次台风
中的任务差点断送了这一切。

1990 年，我们的货轮从台湾海峡穿出，
在太平洋西面遭遇了台风，这也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在海上经历台风。货轮在海上犹如一
根浮木，任由巨浪四面摔打，狂风暴雨撞得
甲板响如闷雷。集装箱的固定柱被海浪拽走
了几根，箱与箱之间摩擦发出了鬼哭狼嚎一
般的拉扯声。

在轮机室值班的我收到命令前往大副室。
“你，去看看船尾冷冻集装箱的温度表。”
大副用英文向我发布指令。起初，我不敢

确认我接到是这样的指令。有关国际法规定，
台风天是明令禁止命令船员上甲板作业的，这

既违反了航海法，也违反了人权法。
我再三确认，大副一再威逼。我知道，该

是做出选择的时候了。那时中国人经常会受到
刁难，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人是好样的。
想到这里，我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打开舱
门，走上甲板。霎那间，狂风暴雨如炮弹般在
我身上炸裂开来，一下就让我成了睁眼瞎，愣
在原地。忽然一波巨浪拍在甲板上，余波把我
拽倒在地。我急忙拽住一根固定用拉杆，但拉
杆压伤了我的手臂，我只能抱着它在地上匍匐
前进。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爬到了船尾，抬
头一看仪器表盘，一切正常。默记了表盘读数
后，我连滚带爬地回到了舱门前，竭尽全力，
开门、关门、锁门，做完这一连串动作以后，
我手脚无力地瘫倒在舱室内，气喘吁吁。

我不敢相信我活着从甲板上回来了，但更
令我欣慰的是，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非
但不比任何国家的海员差，甚至更优秀！我通
过对船体的熟悉和行船技巧的认识完成了一项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想到这些，刚刚经历
的九死一生烟轻云淡地散去了，疲惫的身躯重
新充满了力量。我敲了敲大副的门：“报告大
副，船尾处的集装箱温度表一切正常，读数是
零下18度。”

“你怎么还活着？”大副却皱着眉头问道。
一瞬间，不解、愤怒、耻辱……但我还是

竭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哦，我问你是怎么从轮机室移动到船

尾，还检查了温度表的？正常情况下，人应该
早就被台风吹走了。”大副仍旧皱着眉头：“我

不相信，因为你是中国人。”
我与大副在狭窄的舱室里静默地对视

着。摇曳的风扇发出刺耳的声响，吹得桌上
的排班表沙沙作响。此时我脸上发烫，只感
觉舱内仿佛刮起了另一场台风，刮伤了中国
人的自尊。

货船回港后，香港总部获悉此事，以违
反国际法为由将大副免职，我也得到了赔偿
津贴。这次遭遇使我沉下心来修炼自己，我
相信只要自身足够强大，就一定能彰显中国
人的过人之处，化解国外一些人对中国的种
种曲解。

我的爱岗敬业精神打动了以实绩论英雄的
船务组。我一战成名，得到了船长的赏识。船
长不再叫我学徒，而是邀请我成为船务组的正
式成员。后来我通过自身努力，在这条船上一
直升到大副，实际指挥全船事宜。

如今，在千千万万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
中华儿女的努力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
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拥有了不少规模
可以和香港媲美的国际港口。长期在外远洋也
到了收帆归港的时候，我辞去了海员的工作，
投身到浩浩汤汤的商海之中。转眼二十几年过
去了，祖国给企业的利好从未间断。由于赶上
了好政策，加上自身的不断努力，现在我已经
是拥有自己的集团的企业家了。

（安徽省国际商会副会长，安徽福建商会
常务副会长，淮北市工商联副主席）

爱 拼 才 能 赢
俞爱斌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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