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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意会实现更大发展”

首届进博会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外国展商。记
者了解到，一些企业仍对首届进博会的成果津津
乐道，一些企业在尝到甜头后计划扩大展区面
积，首次参展的企业则跃跃欲试，为这一新机遇
感到振奋。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
塘。’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依然让我记忆深刻。”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表
示，霍尼韦尔已经融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随
着中国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活力进一步释放，跨
国公司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继续与中国客户实现
共赢。

首届进博会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令比中经贸
委主席德威特印象深刻：“展会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络绎不绝，从到处排起的长队中我充分感受到各国
政商界的热情。进博会为各国企业特别是欧洲中小
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展示平台，为其产品加速进入中
国这样一个充满无限商机的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首届进博会上，西班牙火腿炙手可热。西
班牙托雷多一家火腿厂的销售主管鲁文今年初就
迫不及待地报名参展。他对记者表示，西中两国
签署了火腿出口协议，我相信通过进博会平台，
我们的产品能受到中国市场的欢迎，我们的生意
会实现更大发展。

日本新潟县政府知事政策局国际课主任高野
纯一对本报记者说，首届进博会在全世界引起巨
大关注，获得极高的参与度，新潟县内的很多中
小企业都希望前往中国寻找商机。

“开启了一扇预见全球发
展趋势的窗户”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第二届进博会参展企业平均展览面积93平方
米，比首届增加20%以上。目前，签约参展的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过 250 家，首发的新产
品、新技术预计也将超过首届。国际人士纷纷赞
赏进博会惠及世界的重要意义，期待第二届进博
会收获丰硕成果。

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鲁
舍表示，进博会的持续举办既是中国发展充满活
力的标志，也是中国深入推动市场开放的证明。

在首届进博会上，韩国首尔市和中国企业达
成了5年内对华出口价值6亿美元服装和生活用品
的协议。首尔产业振兴院营销组主管金泰熏认
为，进博会不仅为各国企业开拓了销路，也开启
了一扇预见全球发展趋势的窗户。

巴西里约天主教大学金砖政策中心教授保罗·
罗贝尔认为，首届进博会的巨大成功展示了中国
捍卫开放的世界经济、引领全球发展的实力。巴
西旅游业、农产品、水果等优势产品和服务将亮
相第二届进博会，推动巴中合作再上新台阶。

“开放的中国为世界带来珍贵礼物，南非十分
期待第二届进博会。”南非小企业发展部部长恩沙
维尼告诉记者，中国是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去年
南中双边贸易额达43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希
望借进博会进一步提升南非商品和企业在中国的
知名度。

日本健康科学学会理事长信川益明曾参加首
届进博会，他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民

众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进博会为日本医疗领域
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显示出中国扩大开放的
决心”

本届进博会期间将举行以“开放创新，合作
共赢”为主题的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世界
政商界代表将齐聚一堂，以开放发展、创新引领
为思路讨论破解经济增长困境的方案。在一些国
际人士看来，当前国际形势下，进博会立意之
高，使其意义远超贸易平台本身。

“首届进博会的成功，证明中国对外开放不是
独角戏，而是各方共同参与。”俄罗斯俄中分析中
心主任谢尔盖·萨纳科耶夫告诉记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顾清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二届进博
会不仅对转型升级、朝着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
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进一步推动经济全
球化、提振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对外局外国投资处处长
卡门·丰特去年曾陪同 11 家企业参加了首届进博
会。她表示，中国打造进博会这样一个包容合作
的平台，不仅显示出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也将
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
发展。

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对
本报记者表示，从近年来中国政府推进开放、主
动扩大进口和推进投资准入等一系列举措来看，
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了
中流砥柱的作用。

（本报北京、布鲁塞尔、马德里、东京、华盛顿、
柏林、首尔、里约热内卢、约翰内斯堡、莫斯科、曼谷
7月27日电 记者龚鸣、郑彬、姜波、刘军国、吴乐
珺、花放、马菲、陈效卫、李滢嫣、吴焰、林芮）

第二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国际社会热切期待

“开放的中国为世界带来珍贵礼物”

1935年 11月 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
二方面军 （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和
轿子垭地区出发，开始了万里长征第一
步。红军历经百战洗礼后，于 1936 年 2
月进入滇境，4 月 15 日克楚雄，18 日破
祥云，20日陷宾川，23日入鹤庆。

翌日，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
关向应副政委等带领大队人马向丽江古
城急驰而去。

本报记者近日深入云南丽江、迪庆
等地，寻访当年红军的长征足迹。

■ 摆香案备酒茶

隆重迎接红军

红军到达丽江县城之前，在晚清进
士和庚吉的建议下，丽江民众自发组织
了欢迎队伍，分别到玉龙锁脉和东元桥

“接官亭”欢迎红军。
丽江离退休干部和尚武告诉记者，

1936 年 4 月 24 日午时，从丽江县城出发
欢迎红军的100余民众代表，在八河村南
玉龙锁脉寺西边接官亭，隆重摆设香
案、敬备酒茶、献上供品，在红二军团
第四师骑兵先锋队从东元桥北进县城南
郊之时，高举欢迎彩旗，以丽江纳西族
最隆重的传统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者
致辞欢迎北上抗日的威武之师进驻县城。

据丽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调研员
和钢介绍，红军进入丽江后，虽然是衣
衫褴褛，疲惫不堪，但依旧纪律严明，
秋毫未犯，买卖公平，待人和气。

“与红军接触后，红军在丽江老百姓
眼中是喝一口凉水都要给钱的军队。”和
钢说，当时红军在行进、渡江途中，国
民党的飞机一路狂轰滥炸，但红军宁肯
露宿郊外，也不进村扰民。群众看到红
军如此亲民爱民，纷纷出来为红军挑米
送菜做饭，争当向导、抬送伤病员。许
多民众还积极帮红军做好翻越大雪山前
御寒衣物等军需物资的筹备工作。当
时，丽江境内的 34 位裁缝、17 部缝纫
机，分别在7个地方为红军赶制衣帽、米
袋，其中，和士强等4人一个晚上就缝制
出 37 顶军帽、16 条短裤，张兆华等 6 人
缝制了90多顶军帽、100多条短裤。

■ 石鼓渡创传奇

船工助红军渡江

玉龙县石鼓镇街尾临江坡头的红军
长征纪念馆里，有一座红军长征纪念

碑，是为纪念一项非凡的军事艺术、一
段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史诗而建。

1936 年 4 月 11 日，红二、六军团从
富民向滇西急进；4月23日，红二、六军
团于鹤庆地区集合，决定兵分两路，分
别从鹤庆经过原丽江县城取道石鼓、从
鹤庆取捷径经丽江九河直达石鼓。全军
汇合后，分别从5个渡口抢渡。

在金沙江木取独红军渡口，今年 65
岁的新华村村民王曙轩，一字不落地向
记者背出当时贺龙为渡江的事写给爷爷
王缵贤的亲笔信。

当时，王缵贤为鲁桥乡副乡长，红
军抢渡金沙江的几个渡口都在乡辖内。
在红二、六军团抵达石鼓后，仅找到一
条一次能渡 10 人的小船，原来早在红军
到来前两三个星期，国民党就下令金沙
江西南面不准停船，并且销毁了部分船
只。找船渡江迫在眉睫。这时有人向贺
龙推举了王缵贤。

王缵贤立即叫船工杜有发、徐栋才
和陈双友到木取独渡口，把隐藏在江东
岸的一只船连同中甸县 （今香格里拉
县） 的船工赵锡敏、马光友一并找来，
等候红军过江。1.8 万余红军最终利用 7
条木船、20 多条筏子，在 28 名船工奋力
摆渡下，分别从石鼓到巨甸 60 多公里的
海洛塘、木瓜寨、木取独、格子、士
可、巨甸 （丁良木、余化达） 等主要渡
口，昼夜不停，全速抢渡。4月28日，红
六军团 16 师最后在巨甸余化达全部渡江
完毕。红二、六军团顺利摆脱了长征以
来一直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
北上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 “兴盛番族”

贺龙题字祝福

1936 年 4 月 28 日，贺龙率领中国工
农红军二、六军团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
截，从丽江石鼓镇渡过金沙江，进入中
甸县境内。中甸是云南连接康藏的重要
通道，是藏民聚居区。

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博物
馆，记者见到了夏纳古瓦的后人青玛。
她给我们讲述了爷爷夏纳古瓦和红军的
故事。

为赢得藏族同胞的理解和支持，红
军在中甸县边境的金江、上江一带对部
队进行了民族、宗教政策教育，要求全
体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保护

寺院。
4月30日，中甸县宗教政治中心归化

寺派出喇嘛夏纳古瓦等人为代表，到红
军总部会谈。为表示对红军的尊重，他
们向贺龙敬献了哈达，贺龙等军团首长
热情接待了他们。交谈中，贺龙得知寺
院僧众对红军尚存疑虑，当即阐述中共
的民族和宗教政策。

5 月 1 日，归化寺派出喇嘛代表和各
村差役，由夏纳古瓦带领，捧着洁白的
哈达，带着牛羊、青稞酒、酥油、糌粑
等，到红军总部慰问。贺龙、任弼时等
亲自迎接，并回赠了礼物。次日，贺龙
等红军领导一行应邀到归化寺做客，受
到全寺僧众的欢迎。贺龙将亲笔题写的

“兴盛番族”红布幛赠给归化寺，祝愿藏
族人民繁荣昌盛。

5 月 3 日，归化寺僧众及商人、富户
打开仓库，出售粮食、盐、糖等物资给
红军，有的藏民还把粮食无偿地送给红
军。短短两天时间，红军就筹集粮秣约
10万斤。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威武之师，在云南留下光辉足迹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文/图

▲ 夏纳古瓦的后人青玛

7月 27日，欧中青少年音乐艺术节在比利时北部小城赞德霍芬开
幕。图为中比青少年同台演奏。 新华社记者 潘革平摄

欧中青少年音乐艺术节举办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王卓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28日在北京会见由全国
书记鲁塞尔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

黄坤明说，习近平主席今年 3
月成功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开启
了中法关系新篇章。中国共产党珍
视同法国共产党传统友谊，愿进一

步加强对话交流，促进两党关系深
入发展。中方愿同法方一道，坚持
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鲁塞尔表示，法国共产党期待
着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
作，促进法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黄坤明会见法共代表团

本报光州7月28日电（记者孙龙飞） 第
十八届世界游泳锦标赛28日晚在韩国光州落
幕。中国队收获16枚金牌、11枚银牌、3枚
铜牌，位列金牌榜第一；美国队以 15 金 11

银 10 铜位列金牌榜第二；俄罗斯队以 12 金
11银7铜位列金牌榜第三。

中国公开水域游泳在本次世锦赛上取得重
大突破，辛鑫在女子10公里游泳比赛中夺冠。

游泳世锦赛落幕 中国金牌数第一

本报上海7月28日电（记者田泓） 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计时100天上海城市服务保障
工作推进大会日前举行。

进博会举办地“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 （上
海） 正在加紧实施场馆规模提升工程，把 32 米
高的 1、2 馆由单层展厅改造成双层展厅，提升
展厅规模和体量。工程竣工后，将增加至少 6 万
平方米的可展览面积。国家会展中心所在地虹

桥商务区启动新一轮整治提升，纵贯商务区南
北主干道的申长路变成了“艺术街区”，路边
165 个“灰头土脑”的变电箱、控制箱经过二次
美化，变成了“艺术眼”、风景点。与此同时，
上海全面优化城市交通组织方案，为大客流提
供更好保障。醒目展馆内外交通指引标识，优
化展馆内外进出和接驳转运条件，实现展馆内
外 APP 交通信息联动。

上海全力备战第二届进博会上海全力备战第二届进博会

乌英苗寨脱贫“娘子军”

7月27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开启100天倒计时。与去
年相比，这一届进博会参展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质量更高。目前，共有来自15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国家和地区以及企业数量均已超过首届。

接受采访的众多国际人士对中国持续扩大开放，支持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坚
定举措赞赏不已，认为中国敞开的大门成为提振世界经济的强力信号，热切期待第二届
进博会的举办。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相关方
面获悉，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
后，已有数百万吨美国大豆装船运
往中国，同时美方宣布对 110 项中
国输美工业品豁免加征关税，并表
示愿意推动美国企业为相关中国企
业继续供货，这显示了双方落实大
阪会晤共识的意愿。

7月19日以来，一些中国企业就
采购新的大豆、棉花、猪肉、高粱等农
产品向美国供货商进行了询价。根
据市场条件，目前已有一批农产品采

购成交。有关企业已申请排除对这
部分自美进口农产品加征的关税，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按程序办理。

下一步，中国有关企业还将根
据国内市场需要，遵循市场化原
则，继续就采购美国大豆、棉花、
猪肉、高粱、小麦、玉米、乳制品
等农产品展开询价。只要美国农产
品价格合理、品质优良，预计还会
有新的农产品采购成交。

中国有关部门表示，美方应该
采取具体措施落实美方有关承诺，
为双方经贸合作营造有利条件。

近期中企采购美农产品有进展

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的大苗山深处，共有140户600多人，其中100户属广西柳州市融水苗
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40 户属贵州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南岑村。这里地处偏远，山多地
少，目前寨子里还有59户贫困户。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不断推进，乌英苗寨一些公共基础设施
陆续开工。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在外务工，留守家园的妇女成为重要劳动力。

图为村民合力抬运用于建设新木楼的木头。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