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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 日电 （记者霍小

光 黄小希）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
际，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全体代
表。他寄语全国各族少年儿童从小学习
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强调
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在这个
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培养好
思想、好品行、好习惯，今天做祖国的好儿
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美好的生活属
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刘云山参加会见。

上午 9 时 30 分，在少先队员们热烈
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习近平等走进人民大
会堂北大厅，少先队员们迎上前来，为
习近平等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敬少先队
队礼。习近平高兴地同各族少先队员、老
少先队工作者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在会见和活动中，习近平表示，今天
是全国各族少年儿童的好日子，是“六一”
国际儿童节，也是第七次全国少代会开幕
的日子。他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少年
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
烈的祝贺，向全国各族少先队员、少先队
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人们想起童年都是美好
的、最难忘的，童年也是人的一生中经常
会回忆的时光。我看到你们，就想到了我
们民族的未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来要在你们
手中实现，你们是未来的主力军、生力
军。希望全国各族少年儿童都“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

习近平强调，要从小学习做人。世界
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怎样做人、怎样做一
个好人。要做一个好人，就要有品德、有
知识、有责任，要坚持品德为先。你们现
在都是小树苗，品德的养成需要丰富的营

养、肥沃的土壤，这样才能茁壮成长。现
在把自己的品德培育得越好，将来人就能
做得越好。要学会做人的准则，就要学习
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学习和弘扬社
会主义新风尚，热爱生活，懂得感恩，与人

为善，明礼诚信，争当学习和实践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小模范。

习近平指出，要从小学习立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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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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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韩国总
统朴槿惠 6月 1日就中韩两国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互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韩两国地理相邻、人文相
近、经济互补性强。目前，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
伴国和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也成为中国第三大
贸易伙伴国和第五大海外投资来源地。

习近平强调，作为东亚和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中
韩两国签署自贸协定，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不

仅将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实现新的飞跃，给两国民众带
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也将为东亚和亚太地区
经济一体化进程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朴槿惠在贺信中表示，今日两国签署了《大韩民国
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对此我感
到十分高兴，愿与您共同庆贺。韩中两国自 1992 年建
交以来合作关系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两国关系发展友好
而紧密。韩中自贸协定是两国未来合作的制度性框架，
从长期和战略层面指明了两国未来的合作方向，为两国

企业和国民带来更多机会和利益，提升两国在国际社会
的地位，成为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里程碑。

朴槿惠指出，韩中两国应共同努力，使两国国民和
企业能充分利用韩中自贸协定，享受更多优惠。韩中自
贸协定不仅为两国及东亚的整体繁荣，更将为世界经济
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代表中国政府在首尔与韩
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尹相直共同签署了中韩自贸协
定。

就两国正式签署中韩自贸协定

习近平主席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互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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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增 长 趋 稳 态 势 初 显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5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0.2%，保持回升，非制造业PMI为53.2%，走势稳健。这说
明，此前中央一系列稳增长措施的政策效应正初步显现，
经济增长态势逐步趋稳。但也要看到，当前回升的基础尚
不牢固，仍需把稳增长放在重要位置。 （五版）

关 注 外 贸 发 展 新 路 径
从6月1日起，我国降低14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

税，这一举措满足了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也体现出
我国在外贸发展上的新思路。通过完善税收调节等政
策，营造公平竞争的进出口环境，有助于中国外贸的转型
升级和新优势的培育，推动外贸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
优出”。虽然关税降低的传导效应短期内可能与消费者
的预期还会存在一定差距，但从长远看，这一举措对中国
外贸影响深远。 （九版）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建设品牌体系 参与全球竞争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的品牌战略核心，在于形成定

位清晰、功能明确、相互支撑的集团、企业、产品品牌体
系。采取这一做法，不仅成功培育出长安汽车、保变电气
等知名品牌，拥有10多个驰名商标，品牌溢价能力稳步提
高，同时也推动集团公司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二版）

6 月 1 日，中韩两国正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FTA），标志着中韩经济合作进入新阶段，也意味着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自1992年建交以来，中韩双边贸易迅速发展。统计

显示，2014年中韩双边贸易额已达2904亿美元，今年有

望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占据韩国最大贸易伙

伴地位，而韩国也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去年来自韩国的进口额占中国进口总额的9.7%。为顺应这

种趋势，双方有必要制定一个面向未来的合作成长机制，

加强和提高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实现紧密的政策互助，共

同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合力提高两国在国际经

济上的地位，而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中韩自贸协定。

中韩自贸协定从酝酿到签署历经10年，覆盖17个领

域，是中国迄今为止对外签署的覆盖议题范围最广、涉及

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对中韩双方而言是一个互

利、双赢的协定，实现了“利益大体平衡、全面、高水

平”的目标。协定不仅在货物贸易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

开放，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也作出了力度非常大的自由

化安排。中韩FTA在服务领域的开放程度均超过了新修

订的多哈回合谈判协议标准，尤其是法律、建筑工程、流

通、环境、娱乐等领域的开放均取得了重大突破。双方承

诺，协定签署后以负面清单模式继续开展服务贸易谈判，

并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谈判，这

是中国首次在对外FTA谈判中承诺采用上述模式，充分

体现出中韩FTA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开放。

此外，中韩FTA的签署，将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中韩FTA协定将威海和仁川

列入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并先行先试，促进中韩两国

货物、劳动力、服务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充

分流动，不断探索和开放经济合作新领域，为未来中韩

展开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提供了很好的实验素材。中韩

FTA的成功签署还将推动中日韩FTA的谈判进程，有助

于加快区域全面伙伴关系 （RCEP） 的谈判，对亚太自

由贸易区建设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一个高水平的中韩 FTA 可以有效地对接中

国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全面深化改

革和扩大开放积累更多宝贵经验。中韩 FTA 将成为中

国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助于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迈入全方位

开放新格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

向全球高标准自贸网络建设迈进
沈铭辉 李天国

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本报首尔 6 月 1 日电 记者杨明报
道：中韩两国商务部长今天在韩国首尔分
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标志着历经 3 年和 14 轮谈判的中韩 FTA
协商取得了圆满结果。

根据协定，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
均超过税目 90%、贸易额 85%。协定范围
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17
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
采购、环境等“21世纪经贸议题”。同时，双
方承诺在协定签署生效后将以负面清单模
式继续开展服务贸易谈判，并基于准入前
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谈判。

韩国政府预测，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后，
今后 10 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在原有
基础上增长 0.96%，消费者受惠规模将达
146 亿美元，还将新增 5.3 万余个就业岗
位。此外，中韩自贸协定还将给韩国经济
带来多方面积极影响。比如，韩国中小企
业将全面进军中国市场；时装、化妆品、生
活家电、高级食品等主要消费产品的出口
有望全面扩大；与韩流相关的韩国品牌产
品出口也将进一步扩大。韩国经济电视台
报道称，通过 FTA 实现零关税时，将产生
相当于中韩两国 GDP 总和的巨大市场，将
给两国企业提供无穷的“未来成长机会”。

在位于上海浦东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
潘建伟院士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为将于 2016 年发射的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紧张地工作着。

从本科时与“量子”结缘，潘建伟已经与“量子”打了
20多年交道。

出国是为了更好地回国服务

在中国科大念本科时，潘建伟第一次接触到了量子
力学，量子理论中蕴含的种种神秘令他着迷。本科毕业
前，他集中研究和总结了量子世界的各种佯谬，写进了毕
业论文。此后，潘建伟继续在中科大攻读理论物理硕士
学位，研究方向是量子基本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潘建
伟越发认识到，量子理论中的各种悬疑需要尖端的实验
技术才能得以验证，而当时国内在这方面还比较落后，本
没有出国打算的他选择了出国留学。

1996 年，潘建伟来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第一
次见面，导师塞林格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要在中
国建一个和您的实验室一样的世界领先的量子光学实验
室。”此后，潘建伟一直用行动践行着这个承诺。

仅仅一年之后，潘建伟便与同事一起在国际顶尖杂
志《自然》上发表了首次实现量子隐形传态的学术论文，
该成果被公认为量子信息实验领域的开山之作，被美国
物理学会、欧洲物理学会和《科学》杂志评入“年度 10 大
进展”。这项工作使潘建伟坚定了从事实验量子物理研
究的信心，此后又先后在国际上首次完成了量子纠缠交
换，三光子、四光子纠缠及其非定域性检验，量子纠缠纯
化等重要实验。

潘建伟在奥地利攻读学位时期，正是量子信息这门
新兴科学开始蓬勃发展的年月。从 1997 年开始，潘建伟
每年都利用假期回到中科大讲学，通过各种渠道为我国
在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提出建议，并带动一批研究人员
进入这一领域，希望祖国能在信息技术领域抓住这次赶
超发达国家并掌握主动权的机会。中国科学院和母校中
国科大也及时给予他支持，2001 年，潘建伟得到中科院
650 万元的资金支持，加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
40 万元，在导师张永德教授和近代物理系同仁的支持
下，潘建伟开始在中国科大着手组建实验室。

引领中国团队成为世界劲旅

当时国内量子信息领域的研究水平和人才储备都很
薄弱，要实现实验室从无到有，还需要继续学习。潘建伟
再次回到欧洲，跟随已经转到维也纳大学的塞林格，继续
从事多光子纠缠方面的合作研究，“我们必须与国际先进
小组保持密切联系，向他们学习，才能更快地前进。”

（下转第三版）

潘建伟：深耕在量子世界
本报记者 文 晶 通讯员 刘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