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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29日电
（记者王迪）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 29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并
出席中国南非国家双边委
员会第七次全会的南非副
总统马布扎。

李克强表示，南非是
非洲重要国家。中南关系
的不断深化，有助于中非
关系与合作的发展。去年
以来，两国元首多次成功
会晤。当前形势下，中方
愿同南方巩固政治互信，
推 动 务 实 合 作 和 人 文 交
流，促进中南、中非关系
取得新的发展。

李克强指出，中南同
为发展中国家，拥有广泛
共同利益。中方愿同南方
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的沟通与协调，加强在联
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
制内的合作，共同维护发
展中国家利益，维护地区
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马布扎祝贺新中国成
立 70 周 年 。他 表 示 ，当 前
南中关系保持全面发展。
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南非
及非洲国家发展的支持。
南非钦佩中国取得的巨大
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
国的发展经验，深化双方
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
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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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10月28日，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站房地下结构封顶，全面转入地上主

体结构施工。这是雄安新区首个开工的重大交通建设项目。
京雄城际铁路从北京西站引出，全线设北京大兴、大兴机场、固安

东、霸州北、雄安5座车站。雄安站是其中规模最大的新建车站。
该车站预计2020年底投入使用。届时雄安新区可直达北京、天津、石

家庄等京津冀主要城市，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半小时交通圈，与石
家庄1小时交通圈。 付 涛 王星运摄影报道

京雄城铁雄安站地下结构封顶京雄城铁雄安站地下结构封顶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着眼于
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11月
5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上海举办
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
论坛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这
充分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的一贯立场，体现了中国推动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
际行动。

第二届进博会的规模更大，质量更高，活
动更丰富。参加国别、地区、国际组织和参展
商均超过首届。其中，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
企业参展数量均超过首届。企业展和国家展总面
积达到 36 万平方米，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专（业）精（品）尖（端）特
（色）产品精华荟萃。国内外采购商和专业观众有
望超过 50 万人。进博会集展览、交易、论坛、

人文、外交等活动于一体，展会期间各类配套
活动超过300场，综合溢出效应不断放大。

中 国 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
一，各国企业界坚定“向东看”。2018年，中国
实际使用外资 135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其
中，美国对华投资连续保持增长。9 月，美中
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年度调查，97%受访美国
企业在华盈利，为过去5年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将在2019年度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
大的消费市场。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中
等收入群体与最强的消费能力。据瑞士信贷发
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中，中国已有1亿人
属于全球最富裕的10%人口区间中，首次超过美
国的9900万人。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29.7万亿元，同比增长 8.2%。“家底”
的累积推动中国人消费力喷发，连中国电影票
房市场也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中国市场的魅力源于持续深化改革与扩大

开放的政策。拥有巨大财富累积的中国，没有
吃“独食”，而是欢迎他国搭中国的“便车”。
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中国越来越成
为全球企业的乐土。一周前，世界银行 《全球
营商环境报告 2020》 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全球
排名继去年跃至第46位后，今年再度提升至第
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
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读懂中国市场的魅力，也是读懂中国的应
有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
院长、教授）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读懂中国市场的魅力
■ 王 文

10 月 28 日 ，
由中国进出口银行
贷款融资、中国港
湾公司承建的莫桑
比克贝拉渔码头修
复项目正式移交给
当地政府。莫桑比
克总统纽西表示，
这是两国政府和人
民之间友好关系的
又一成果。

图为中企承建
的莫桑比克贝拉渔
码头。

新华社记者
聂祖国摄

中企承建莫桑比克渔码头交付中企承建莫桑比克渔码头交付

新华社北京10月 29日电 （记
者马卓言）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9日
就美有关官员近日涉藏言行表示，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停止利用涉藏问
题干涉中国内政。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
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近日
在印度同达赖进行会见。布朗巴克
称，美支持西藏人民及达赖喇嘛，
认为挑选达赖喇嘛继任者不属于任
何政府或实体。布朗巴克还称西藏
民众不被允许在西藏自由信奉宗
教。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十四世达赖是打着宗
教幌子在境外长期从事反华分裂活
动的政治流亡者，中方坚决反对任
何外国官方人士同其进行任何形式
的接触。美官员有关言行违反美方
关于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支
持“藏独”的承诺，中方对此表示

坚决反对。
耿爽说，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

特有的传承方式，有固定的宗教仪
轨和历史定制。中国政府实行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颁布有 《宗教事务
条例》 和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
办法》 等，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
一传承方式。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
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十四世达
赖本人就是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
制寻访认定，报请当时的中央政府
批准继位的。因此，包括达赖喇嘛
在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历史
定制。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停止同达赖
集团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停止发
表不负责任言论，停止利用涉藏问
题干涉中国内政，多做有利于促进
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而不是相
反。”他说。

外交部：

强烈敦促美方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本报嘉兴 10 月 29 日电
（记者陈劲松） 第六届全国残疾
人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三届全国
残疾人展能节今天在浙江嘉兴
落幕，陈丁等50位残疾人在大
赛中脱颖而出，被授予“全国
技术能手”称号，浙江、上
海、江苏分获团体总分前三名。

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垦区 33 个代表队的 892
名残疾人选手，参加了信息通
讯、美术、手工业、工业和服

务等 5 大类 26 个项目的比赛，
向全社会展示残疾人职业技
能、特殊潜能和自强不息、顽
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
长程凯在闭幕式上表示，大赛
的举办将进一步激发广大残疾
人学技术、学本领的热情，增
强残疾人积极参与社会、贡献
社会的信心。要以这次大赛为
契机，大力推动残疾人职业技
能培训与就业工作，努力开创
残疾人事业新局面。

哲学社会科学职称制度改革意见出台 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落幕

本报北京10月29日电（记者叶紫）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社会
科学院印发《关于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部署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工作。

《意见》 强调，把品德放在职称评价
的首位，重点考察科研人员的政治立
场、学术导向、科学精神、职业道德和
从业操守。实行学术不端行为“一票否
决制”。坚持创新和质量导向，以科研能
力、理论创新、学术水平、业绩贡献等
为评价重点。推行等效评价制，发表于
中央主要媒体并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文

章，以及为重要决策所采纳的建言献策
成果，在职称评审中与高质量的学术论
文、著作具有同等效力。推行代表作制
度，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代表性
成果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注重标
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力。向优
秀科研人员和艰苦边远地区科研人员倾
斜。对取得重大基础研究突破、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可直接申
报副研究员、研究员职称。对长期在艰
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的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人员，侧重考察其实际工作业
绩，放宽学历、论文等要求。

10月27日，中国第三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紧急将一名受
重伤的埃及维和警察从尚吉托拜送至法希尔，为挽救其生命赢得宝贵时
间，受到埃及维和警察分队的赞扬。

图为中国维和直升机分队转运埃及维和警察伤员。 新华社发

中国维和官兵紧急转运伤员

新华社“雪龙2”号10月29日
电（记者刘诗平） 北京时间29日16
时 55 分，“雪龙”号极地科学考察
破冰船从东经 151 度 48 分穿越赤道
进入南半球，与 24 日穿越赤道的

“雪龙 2”号双双航行在南太平洋
上，继续“双龙探极”之旅。

根据中国第36次南极科考总体
方案，本次南极考察队由来自 105
家单位的 413 人组成，他们分别搭
乘“雪龙”号、“雪龙 2”号及飞机

等前往南极进行考察。
“雪龙”号是 10 月 22 日从上海

出发的，航速比它慢些的“雪龙
2”号 10 月 15 日从深圳启航。目
前，“雪龙”号、“雪龙 2”号船上
分别有107人和57人。

按计划，“雪龙2”号11月4日抵达
澳大利亚霍巴特港，进行人员轮换和
补给后，将前往南极中山站。“雪龙”号
预计11月7日停靠霍巴特港，然后与

“雪龙2”号在中山站正式会合。

“雪龙兄弟”双双驶入南太平洋

据新华社安曼 10 月 28 日电
（记者冀泽、林晓蔚） 由中国驻约旦
大使馆和约旦文化部联合主办的中
国电影文化周27日晚在约旦首都安
曼开幕。《战狼 2》《101 次求婚》

《功夫瑜伽》等5部中国电影将与观

众见面。
中国驻约旦大使潘伟芳表示，

中国愿继续积极推动两国文化交
流。安曼的中国文化中心近期将正
式运营，将为约旦人民接触中国文
化提供新窗口。

约旦举办中国电影文化周

本报深圳 10月 29日电 （记者周小苑、林小
溪、邝西曦） 由人民日报社和深圳市委市政府
联合主办的 2019 媒体融合发展论坛 29 日在深圳
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媒体时代：挑战与
机遇”。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许正中在致辞中指出，融
合发展是一道必答题，也应该成为媒体的一道加分
项。它不是应时之需，而是命脉所系；不是跟风之
举，而是发展之要；不是短期之为，而是长远之
谋。内容建设既要音准“上调”，也要触点“下
沉”；生态建设既要“强点”，也要“扩面”；技术
应用既要“借力”，也要“自力”。

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傅华表示，广东省
全力探索媒体深度融合可持续发展模式，加快挺进
主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坚守优质内容创作，
增强正能量传播力穿透力；紧盯前沿技术应用，掌
握融合发展主动权；做强做新党报党台，厚植融合

发展根基；建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干实强基础利长
远工程。

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如桂说，深圳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构建了一体化的全媒
体矩阵，打造了以“读特”“壹深圳”等为代表的
移动融媒体平台，形成了以服务对接港澳台为特色
的《直播港澳台》等优质节目，传播了正能量、弘
扬了主旋律。

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李平，解放
军新闻传播中心副主任雷雨，中国记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吴兢，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小
甘，招商局集团党委副书记胡建华，腾讯集团首席
运营官任宇昕等出席论坛。

论坛还举办了第二届中国机构海外传播杰出案
例 （海帆奖） 征集活动、2019 村暖花开·乡村扶贫
扶志典型人物评选启动仪式，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
司与长城新媒体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坚持守正创新 推进深度融合

2019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在深圳举行

据新华社拉巴特 10 月 29 日
电 当地时间 10 月 29 日上午，在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驻
摩洛哥大使馆指导支持下，五洲
传播中心和拉巴特中国文化中心
联合承办的纪录片 《习近平治国
方略》 展映推介会在摩洛哥首都

拉巴特举行。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郭卫民、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李立和
来自摩洛哥通讯部、摩洛哥恰德电
视台、埃及金字塔报业集团、伊斯
兰教科文组织等政府部门、媒体文
化机构的中摩两国及阿拉伯国家代

表逾100人出席了活动。
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由

中国五洲传播中心与美国探索频道
联合制作出品，通过一系列鲜活生
动的故事案例，系统阐释了习近平
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就。该片此前
已在探索频道等多家国际媒体播

出，引发热烈反响。
郭卫民在致辞中表示，中摩两

国建交 60 多年来，始终秉持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原则，
双边关系持续、健康发展。他希望
通过 《习近平治国方略》 的展映，
与摩洛哥各界人士更好地分享中国

领导人的治国方略，中国的发展经
验以及中国人民为了追求美好生活
而不懈奋斗的精彩故事。他呼吁两
国以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为契
机，加快对接发展战略，深化各领
域务实合作，推动中摩战略伙伴关
系不断迈向新台阶。

展映现场，摩洛哥各界代表普
遍对《习近平治国方略》予以高度
评价。据悉，《习近平治国方略》
今后将陆续在摩洛哥恰德电视台等
摩洛哥主流媒体平台播出。

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展映推介会在摩洛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