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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记者
潘洁）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日在中
南海会见多米尼加外长巴尔加斯。

王岐山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
对梅迪纳总统的亲切问候，对中多建
交表示祝贺。他表示，多米尼加政府
承认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出同台
湾方面断绝“外交关系”、同中国建交

的政治决定，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
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
益。中多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潜力
将得到全面释放，发展前景广阔。中
方将同多方共同做好建交后续工作，
不断增进政治互信，加强双边交往，
拓展互利合作，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
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好中

多关系历史新篇章。
巴尔加斯转达了梅迪纳总统对

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
愿。他表示，多方将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大力开展多中交流与合作，做
相互信赖的伙伴，开创两国关系新
局面。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参加会见。

王 岐 山 会 见 多 米 尼 加 外 长 巴 尔 加 斯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记者许
可）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日上
午同多米尼加共和国外长巴尔加斯
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
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
联合公报》，主要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
和国，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
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
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
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据此，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
即日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中多建交公报在北京签署前，
多米尼加发布总统公告，宣布承认
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地区断绝所
谓“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
会越开越大！”“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
功，也一定能够成功！”习近平主席在
博鳌亚洲论坛发出的号召字字铿锵，
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宣言，也为中国进一步敞开胸怀拥抱
世界提供了思想行动指南。

连日来，从党中央发出指导意
见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逐步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到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密
集宣布；从汽车行业将在5年内全部
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到即将出台新
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推动制造业
全面开放……博鳌亚洲论坛之后的
20 多天，一系列推动全面开放的举
措科学谋划、周密部署，以最快速度
确保讲话精神“落地”，更向世界传
递出中国将站在更高起点推动全面
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坚定
决心和信心。

这是中国自主选择的扩大开
放。40 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非凡
历程，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中国、影响
了整个世界。与40年前相比，今天
的国际力量对比、国际产业分工格

局、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发生了深
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
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
在深度、广度、节奏上不同以往，应
对外部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
压力不同以往。我们要站在更高起
点上，探索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
量和水平、如何增强发展的内外联
动性、如何面向未来塑造全面开放
新格局。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继
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坚定不移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更加开
放的条件下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近一段时间，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大刀阔斧向前推进，从组建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
权局等举措来看，中国推动全面开
放不仅回应了发展诉求，更体现了
制度自信，是延续40年改革开放成
果、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必由之路。

这是向世界敞开大门的“中国
机遇”。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
好，世界才更好。中国人民几十年
含辛茹苦、流血流汗，干出来了巨大
发展成就，也深知实现国家繁荣富
强的艰辛，因而为各国发展成就点
赞，为各国人民祝福，希望人类的明
天越来越好，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
展的“顺风车”，决不会抱怨他人从
中得到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回报。中

国将更加开放，是基于发展需要作
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以实际行动推
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
民。这其中，没有一家独大，而是各
方平等参与；没有暗箱操作，而是坚
持公开透明；没有赢者通吃，而是谋
求互利共赢。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
道路，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
求势力范围，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
决心不会改变。

崛起的中国为发展而来、为共
享而来，决不会走“国强必霸”“赢者
通吃”的老路；崛起的中国为和平而
来、为繁荣而来，也不会怕有人挑起
冲突和事端。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
早已今非昔比，中国经济拥有强大
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广阔的市场回旋
空间；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中国既展现了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自信，更承担起维护
世界经济共同利益的大国责任，其
底气，源自实力，源自民心，源自“得
道多助”的“道”。中国已经成功走
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正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引下，走
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我们将着力
通过协商解决同有关国家的经贸分
歧，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商规则，
共建机制，共迎挑战，寻求利益共
享，实现共赢目标。

“中国机遇”向世界敞开大门
辛 安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
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这是萧楚女
烈士的人生观。他的一生，就像一支
永不熄灭的“红烛”，光明磊落燃尽了
自己，点燃了大片革命的火种。

萧楚女，1893 年出生于湖北汉
阳，原名树烈，学名楚汝，中国共产
党早期著名理论家、教育家和无产
阶级革命家。

1911 年武昌起义时，萧楚女投
军参加了阳夏保卫战。辛亥革命后，
他进入武昌实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在

《大汉报》和《崇德报》任编辑，经常用
“楚女”笔名发表文章，从此开始以手
中的笔为武器，纵横驰骋在舆论阵地
上，宣传马列主义和救国救民真理，
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行。

萧楚女先后在湖北、安徽、四
川、上海、广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
1920年初，他参加恽代英在武汉创
办的“利群书社”，开始走上有组织
的斗争道路。1923 年 6 月，在重庆
担任《新蜀报》主笔，撰写了大量的
政论、社论。同时，他经常给《向导》

《中国青年》撰稿。
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战斗性

强，矛头所向，不是“指责土酋军阀，
就是痛骂贪官污吏”，连反动派所控
制的报刊也不得不赞叹萧楚女的文
章是“字夹风雷，声成金石”。

1924年8月萧楚女任中共中央
驻四川特派员，领导重庆社会主义青
年团和四川的革命斗争，10月组织四
川平民学社，出版刊物《爝光》。1925
年6月戴季陶主义出笼后，他专门写
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
驳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他
还撰文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1926年1月后，萧楚女到广州先

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兼中
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教授、黄埔军校
政治教官等职。1927年4月，萧楚女
在广州反革命大屠杀中被逮捕，4月
22日被杀害于狱中，年仅34岁。

萧楚女曾形容自己的人生观是
“蜡烛人生观”，并以此自励。生前
他在农讲所和黄埔军校带病工作时
曾说：“同学们，你们想蜡烛不是能
放光明吗？做人也要像蜡烛一样，
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

“他笃学不倦，自学成才，成为
我党早期卓越的理论家、思想家、演
说家。”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
张帆说。

萧楚女故居原址位于武汉市汉
阳区杨泗港内。如今英雄故里基础
建设日新月异，一大批改善民生、拉
动经济的项目和规划正在这里落地。

为更广泛传播党史，武汉市汉
阳区党史与文化部门近年采用系列
连环画的形式编写了一套《汉阳故
事》，萧楚女的故事就在其中。萧楚
女的“红烛”将永照人们的心田。

文/新华社记者 冯国栋
（新华社武汉5月1日电）

从轻薄如纸的无人机机身材料
到娇小玲珑的LED灯支架，从可降
解环保塑料袋到改性塑料空调外
壳，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材料已
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所做的，就是通过不断提
高新材料的性价比，让更便宜更先
进的材料进入寻常百姓家。”材料学
专家黄险波说。

黄险波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1997 年进入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金发科技首席科学家、塑料
改性与加工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他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主导的创新体系工程项目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集体）1 项，
共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4 项，省部级
科技奖4项，申请专利116项。

黄险波的研究成果——高温尼
龙材料PA10T的发明更是具有里
程碑意义。因为相较于传统的尼龙
材料，PA10T 具有低吸水率、耐高

温、尺寸稳定性好等特质。
“举个例子，过去LED的连接支

架都是用陶瓷制成，陶瓷支架具有成
本高、制作工艺复杂等弱点，而
PA10T则解决了上述问题。”目前，中
国已经是LED灯出口大国，仅这一
项，公司一年的销售量就达到1万吨，
不仅打破了过去该种产品依赖进口的
局面，且售价仅为进口产品的60％。

说起研究初衷，黄险波坦言，在
20年前工作之初，国产先进材料在
国际上还处于“跟跑”阶段，工业基
础相对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以尼龙材料为例，国外从上世纪20
年代就已开始投入研究，而中国则
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缓慢发展起来”。

在黄险波看来，实现引领跨越需
另辟蹊径，即从现有材料的弱点出
发，找准“病灶”。为了改善传统尼龙
材料的弱点，黄险波带领团队进行了
长达10年的研究。从研究性能到寻
找材料，从拆分分子结构到实验室合
成，最终采用从蓖麻油中提取的环保
生物基材料癸二胺作为原料，开发出
了尼龙PA10T，同时拓宽了蓖麻油

的工业新用途。据了解，PA10T已
于2012年正式量产。

“这一产品的研发经历了10年，
前5年基本都在尝试、试错，但我认为
这种尝试是有必要的。”黄险波说，任
何一个新材料都是在空白领域实现突
破，而这个突破本身则源于不断的
尝试。

高温尼龙材料 PA10T 只是黄
险波众多研究成果中的一项，环保阻
燃热塑性树脂、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
复合材料等新材料均出自他之手，研
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IT、
电子电气、建筑、照明等行业，一些产
品还打破了国外垄断局面。

作为企业首席科学家，黄险波
在做科研的同时还致力于团队建设
和人才培养。他说，未来新科技、新
技术的研发更多是跨学科的研究，
是合作的成果，不是一己之力所能
达到的，需要梯队式的人才体系，

“只有形成人才梯队、人才体系，科
学研发才具有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文/新华社记者 胡林果
（新华社广州5月1日电）

十 年 磨 一 剑
——高分子材料领域“先行者”黄险波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日宣布，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佐科·维多多、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6日至11日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
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将正式访问印度尼西亚、出席
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正式访问日本

萧 楚 女 ：一 支 永 不 熄 灭 的“ 红 烛 ”

上图 日前，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
举办了“庆五一、促丰收”农村留守妇女
插秧比赛。图为插秧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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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5月1日，江苏省泰州市海阳
化纤公司的纺织工人在生产一线作业。

陈 阳摄

（上接第一版）
“上海作为‘龙头’城市，应该推

动经济由沿海溯江而上梯度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表
示，“上海可以通过服务辐射长江经
济带上的多个城市，比如可以利用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平台，发挥长
江黄金水道的作用，通过港口合作、
水运合作，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
的做法和经验。”

上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表
示，今后上海将在 5 个方面持续发
力，与兄弟省份共同探索长江经济
带“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的 新
路子。

首先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合
作，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推动建立地区间、上下游生态
补偿机制，加快形成生态环境联
防联治、流域管理统筹协调的区
域协作机制。其次要推动区域产
业创新合作，建立重大科技创新
资源共享机制，联合开展重大产
业关键技术攻关，积极探索多种
形式的产业合作模式。第三要推
动黄金水道建设，逐步实现航道
统一规划、船舶统一设计、建设统
一标准、服务管理统一模式，促进
长江经济带运输资源有效配置和
集约利用。第四要推动一体化市
场 体 系 建 设 ，简 政 放 权 ，清 除 壁
垒，推动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和
优化配置，建立区域间市场准入
和质量、资质互认制度。第五要
深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
此为突破口增强对长江流域和全
国的辐射服务功能。

多方联动共谋“绿色”

水，是长江的生命；治水，是长

江生态环境改善的核心课题。从水
延伸，上海一直谋划以“绿色”为主
题的大文章。

近年来，随着上海环保三年行
动计划等的推进，上海水环境实
现持续改善。记者从上海市环保
局获悉，上海按严于全国的要求
治理水污染，完成建成区截污纳
管攻坚战，苏州河、中心城骨干河
道整治和郊区“万河整治”全面实
施，上海全市主要河道基本消除
黑臭，淀山湖及周边水系水质明
显 改 善 ，富 营 养 化 呈 下 降 趋 势 。
这些水域环境改善，直接影响长
江的水体水质，避免长江在入海
前遭遇新的污染。

不可否认，上海水资源利用和
保护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上
海存在水源地安全保障能力的短
板，城乡供水水质有待进一步提升；
受上游边界来水水质、本地未纳管
污染源和雨天入河污染物的影响，
城乡河道水环境质量与目标要求也
有一定差距。

因此，在“十三五”期间，上海将
进一步提高水安全保障，优化水资
源配置，改善水环境面貌。一方面
将建设和完善水源地保护体系，加
强水源地保护力度；另一方面加快
推进污水治理和河湖水系综合整
治，改善河道水环境质量。

治水是个系统工程，既要治好
河中之水，也要管好河上之事。“经
济发展不能给长江留下污染。”上
海市交通委副主任张林表示，作为
国际航运中心，上海依托长江黄金
水道发展航运业的同时，对于推动
减少航运业的污染，责无旁贷。“上
海邮轮业发展太快就是一个典型
案例。邮轮经济发展令人欣喜，但
由此产生的污染排放，也令人措手

不及。”他说，面对邮轮经济“成长
中的烦恼”，上海正在提速推进岸
电建设，邮轮靠岸后接上清洁的电
力维持运行，可以有效减少污染
排放。

管好邮轮经济的“尾巴”，是上
海下重手促进绿色发展的一个缩
影。根据上海“十三五”规划纲要，
上海将紧紧围绕长江经济带国家战
略，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划定沿江
生态保护红线等任务。该规划纲要
提出，到 2020 年，上海将明显改善
水环境质量，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将有效改善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80%左右；将增加绿色生态空间，生
态用地面积达到 3500 平方公里
……这些数字目标，都将成为未来
长 江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改 善 的 组 成
部分。

长江生态系统修复，各项任务
千头万绪，又牵动各方利益，因此，
机制和平台建设尤为关键。上海市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十三五”期间，上海可以按照

“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探索建立
可行的中上游地区、受益地区与生
态保护地区横向生态补偿的机制框
架；也可以推动建立资源开发与环
境保护市场化的运作平台，发挥上
海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技
术与产业优势。

下一步，上海将从自身做起，加
快淘汰落后产能，坚定不移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加快推动重点区域整
体转型，并以更大力度加强环境保
护和生态建设，按照国家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统一部署，继
续开展七个方面专项行动，切实把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落到实
处，为长江经济带发展作出上海的
更大贡献。

长 江 春 水 绿 堪 染

据新华社电 （记者侯雪静）
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破解

集体林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我
国将探索建立集体林地“三权分置”
运行机制，在依法保护集体林地所
有权和农户承包权前提下，平等保
护林地经营权，建立林地经营权依
法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入股从事
林业产业化经营相关制度。

记者日前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了解到，这项工作将在新一轮集体
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开展，除
建立集体林地“三权分置”运行机制
外，重点还将在完善林权流转管理
制度、创新林权抵质押贷款及林权
收储担保融资方式、完善集体林权
保护制度、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
完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森
林经营管理制度、创新小农户和现
代林业发展有机衔接机制、深化集

体林权股权化、社会资本投入林业
模式改革、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创
新集体林业发展模式等方面开展
工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改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针对集体林业发展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力争用3年左右时
间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探索
试验和制度创新，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我国探索集体林地“三权分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