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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5月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法国新当选
总统马克龙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法国是
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
国。中法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和国际影响，近年来持续健康稳定
发展。中法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和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重要责
任。保持中法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不仅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也有
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
方愿同法方携手努力，推动紧密持
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
向更高水平。

据新华社巴黎5月7日电 （记
者韩冰 应强） 法国多家民调机
构7日晚公布数据显示，法国前经
济部长、“前进”运动候选人埃马
纽埃尔·马克龙当天在 2017 年法
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超过
65％的选票，当选新一任法国总
统。年仅 39 岁的马克龙将是法兰
西第五共和国近 60 年历史上最年
轻的总统。

截至记者发稿，多家民调机构
公布的根据内政部初步统计和投票
站抽样统计的结果显示，马克龙获
得超过 65％的选票，他的竞争对
手、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
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获得 35％左
右的选票。

马克龙当晚发表公开电视讲话
说：“悠久历史的新一页自今晚翻
开，我希望这是代表希望和重拾信
任的一页。”

他表示，在接下来的 5 年任期
中，他将尽全力弥补国民间的分
裂，“怀着谦卑、奉献和坚定的心
服务法兰西”。

在马克龙发表讲话前，玛丽
娜·勒庞已公开承认败选，并向马
克龙表示祝贺，说“法国选择了连
续性”。

法国总统奥朗德当晚在新闻公报中说，他已电话祝贺
马克龙当选。奥朗德认为，马克龙的胜利，“证实我们绝
大多数的公民希望团结在共和国的价值观下，也凸显了他
们对于欧盟以及对于法国向世界开放的热爱”。

奥朗德的任期将于 5 月 14 日结束。按照惯例，当选
总统与卸任总统协商决定就职仪式的时间。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
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
荣。”“‘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
惠及世界。”“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
福各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
列重要论述，赋予古丝绸之路以全新的
时代内涵，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就是
以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
实践。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这些重要论
述，办好即将到来的“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
的梦想结合起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进一步惠及全球、造福人类。

“一带一路”秉承开放包容的新理
念，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

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大潮流。当今世
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
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
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
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习近平
总书记大力倡导和推进的“一带一路”，坚
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各国和国际、地区
组织均可参与，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
发展平台，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
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
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一带一路”探索互利共赢的新模式，
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
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

带一路”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遵
循平等、追求互利，寻求利益契合点和
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
意，因而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各方的广
泛热烈响应。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开业运营，丝路基金顺利组建，一
大批重大项目付诸实施，志同道合、互
信友好、充满活力的“朋友圈”越来越
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上共迎
挑战、共谋发展。

“一带一路”带来共同繁荣的新机
遇，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
问题、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做出贡献。
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通，命运与
共。“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

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
洲经济圈，中间是潜力巨大的腹地国
家。在此区域开展互联互通，提高贸易
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
制造合作，能够通过提高有效供给催生
新需求。几年来，在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不
断推进中，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受惠于

“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
和实践，分享着全球化的盛宴。

再过几天，承载世界期盼、吸引全球
目光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
在北京举行。我们相信，连接历史与未
来、沟通中国和世界的“一带一路”将在
新的起点上开启新征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指
导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也为“一
带一路”建设铺就绿色主基调。共建绿色
丝绸之路，正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
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首提丝绸之路
经济带构想时，阐述了绿色发展的理念。
2015 年 3 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也
明确指出，“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
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
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总人口
约 44 亿，人口密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一半以上，环境压力也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且环境管理基础比较弱，容易诱发环
境风险和投资风险。“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我国着力深化环保合作，加大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
路”，生态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全面推
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伊莎贝拉·路易斯
博士感叹，“中国已经发展了自己应对环
境挑战的能力，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一
员，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环境问题提供了
帮助和方法”。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要增进绿色发展的
理念共识，加强交流合作。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同中国环保部签订了绿色发展“一带一
路”谅解备忘录。环保部已着手出台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中环保领域的规划，而外交
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交通部等也都出台
了相关要求，包括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
建设和运营管理、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能
源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等。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要推进绿色产业
及技术合作。哈萨克斯坦缺水，在农业节
水灌溉领域具有强烈的“技术渴求”。陕西
杨凌作为名扬海外的中国旱作农业技术援
外培训基地，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了哈
萨克斯坦。截至 2016 年 10 月，中国已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援建了 25 个农业基
础示范中心，推动了种子生产、水产养殖及
动植物疫病防控、山水园艺、农业机械等优
势技术在沿线国家的推广应用。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要深化绿色产能
合作，完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积极
推进节能环保产业技术创新，分享实践经
验。比如，河北钢铁公司利用绿色制造技
术，对塞尔维亚钢厂“三废”进行综合利用，
在成功扭亏的同时，也为当地创造了人、产
业、环境和谐共生的产业生态圈。2016年

4 月，环保部在深圳市建立了“一带一
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推动大气
污染防治、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领
域技术的国际间转移，为国际产能合作
提供支撑保障。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要构建绿色金
融体制。2016年初，中国作为G20轮值
主席国，倡议建立绿色金融政策研究组，
明确提出要扩大绿色投融资，开展国际
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中国银
监会已牵头搭建绿色信贷国际交流合作
平台，成立了新兴市场绿色信贷跨国工
作组，包括 12 个国家的银行业监管机
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蒙古、孟加拉、
老挝、泰国、越南等都参与其中。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与中国亿利公益基
金会联合发起“绿色丝绸之路伙伴计
划”，探索治沙PPP模式。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
的基础。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投资机遇和合作红利，“一带一
路”正在打造成环境友好、生态文明良好
的“一带一路”，正在建成世界上最美的
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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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系列评论之一

本报评论员

铺就绿色发展主基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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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8 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细胞出版社
2016 中国年度论文、年度机构颁奖典礼暨前沿论坛今天
举行。美国细胞出版社大中国区代表杨晓虹在会上表示，
2016 年，中国科学家在 《细胞》 及其子刊上发表论文呈
现“井喷”之势，继续保持较大的发展后劲。中国生命科
学领域的“表现不俗论文”在数量保持明显上升趋势，本
土性原创科学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也在不断提升。论文中更
有多篇成果引起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轰动。

2016 年，以中国内地机构为第一完成单位在 《细
胞》 及其子刊上发表的论文共 144 篇，比 2015 年增加了
52 篇，涨幅达 56.5%。其中发表在影响因子 20 以上的

《细胞》及其子刊中的论文共计34篇，占23.6%。
发表论文最多的两个地区依然是北京市和上海市，这

两个地区发表的论文数量占以中国内地机构为第一完成单
位的总论文发表量的67.4%。其他地区在《细胞》及其子
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占比上升到 32.6%，比 2015 年提升
5.5个百分点。

细胞出版社：

中国高质量生命科学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本报北京 5 月 8 日讯 记者刘瑾报
道：“3年多来，我国共有47家央企参与、
参股、投资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企业合作，共建了1676个项目。”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8日上午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央企业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力量。“这些年来，中央企业在‘走出
去’过程中的年均投资增长15%，年均销
售收入增长4.5%，这些项目很大部分在

‘一带一路’沿线。”肖亚庆表示。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央企业发

挥自己的优势，像蒙内铁路等一大批铁
路和高铁项目，喀喇昆仑公路等一大批
高速公路和交通设施建设，都为当地人
的出行带来了方便，为互联互通提供了
连接。

从能源建设方面来看，中央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 20 多个国家建设了 60
多个油气合作项目，带动了当地资源开
发和能源建设。中央企业承建了中俄、
中哈、中缅原油管道，中俄、中亚、中缅的
燃气输送管线等，有效解决了资源和能
源输出问题。这些年来，中央企业还承

建了一大批火电站、水电站、核电站以及
电网建设，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支撑。

在产能合作和园区合作方面，中央
企业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
作，加大了园区建设力度。多个工业和
制造业项目落地，有效解决了当地发展
的需求，而这些发展也提升了当地经济
水平，稳定了就业，很多项目还大幅度增
加税收，促进了经济发展。

肖亚庆强调，中央企业在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中始终坚持依法诚信经
营，充分尊重所在国当地的文化、宗教
信仰和风俗习惯，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解决当地的就
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等，受到当地的
好评，也丰富了中央企业“走出去”的
经验。

肖亚庆表示，国资委将进一步为中
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
环境和氛围，比如说政策的支持、考核的
支持、风险管理和分析等，促进各项经济
活动顺利开展，使企业在“一带一路”建
设过程中，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央企 3 年共建“一带一路”项目 1676 个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3年来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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