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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亚太—欧洲—拉美。半个多月时间，飞越两大洋、跨
越四大洲，行程6万公里，累计飞行70多小时，出席百余
场活动。双边交往深耕细作，多边舞台纵横捭阖，中国朋
友圈越做越大，中国主张更加深入人心。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欧洲
拉美之行。从梅塞塔高原上的马德里到潘帕斯草原上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从通联两大洋的巴拿马城到欧洲大陆
西端里斯本，世界目光一路随行。

情真·义深

一叠叠散着墨香的报纸摆上马德里街头报亭。
11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西班牙百年大报《阿贝赛

报》发表署名文章，拉开这次欧洲拉美之行的序幕。
行至世界变革的关键路口，这是始终不渝的主张与

作为——
“我这次出访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同往访国家以及世

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一起探讨加强国际社会团结，完善全
球治理，发展伙伴关系，深化友好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和发展繁荣。”

面对谋求发展的共同任务，这是异口同声的信任与
期待——

“中国已成为西班牙最高级别的伙伴”；
“中国是阿根廷十分重要的战略伙伴”；
“巴拿马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
“葡萄牙支持加强欧中关系，愿继续深化葡语国家同

中国的合作”；
……
远邻如近亲，志合越山海。既有老友又有新朋。盛

情的接待、暖心的安排，传递着对中国贵宾的敬重，对中
国成就的赞赏，对中国作用的认同。

——西班牙，中国在欧盟的好朋友、好伙伴。习近平
连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欧便来到这里。

费利佩六世国王亲自安排接待工作。习近平主席
专机进入西班牙领空，两架战机伴飞左右；即将离境时，
两架战机升空护航。

11月28日上午，秋色斑斓的曼萨纳雷斯河畔。马蹄
阵阵踏响青色石路，鼓乐声声在柱廊间回响，军乐队、摩
托车队、步兵方队、骑兵方队英姿飒爽。西班牙王室以一
场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主席的到来。

坐落在帕尔多山山麓的萨苏埃拉宫，费利佩六世国
王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一场精心安排的家宴彰显深挚
情谊。

费利佩六世国王忆及自己的父亲40年前访华的往
事，习近平主席赞赏西班牙王室对华友好的政治远见。
费利佩六世国王告诉习近平主席，莱昂诺尔公主和索菲
娅公主都在学习中文，在家里时常用中文交流，习近平
主席欢迎她们多到中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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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地理上的遥远挡不住
合作的热情。4 年时间，习近平主席
两次到访，中阿友谊愈发醇厚。

拉普拉塔河宽阔如带，蓝花楹随风
轻舞，古城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值夏初时
节。常往常新，为了体现不一样的安排，
马克里总统特意将欢迎仪式放在总统官
邸橄榄庄园举行。

阿根廷素有“马球王国”之称。总统
官邸草坪上，两位元首同马球运动员交
流互动，习近平主席还挥杆击球。习近平
主席赠送给马克里总统一幅中国刺绣《唐
女马球图》并介绍说，早在汉代中国就有马
球运动，至唐代兴盛起来，希望加强同阿根
廷的交流合作，在中国重振这项运动。

总统官邸花园里，马克里总统夫人
阿瓦达精心安排了欢迎午宴。一道阿根
廷传统甜品点缀着晶亮的荔枝，阿瓦达

对习近平主席说，荔枝源自中国，这体现
了中阿文化融合。得知马克里总统的小女
儿去年随他访华，特别喜欢长城，习近平
主席说：“欢迎你再来中国。”

既有轻松互动，也有深入交流。
习近平主席讲起中国改革开放和脱贫

事业：“这次访问回国后，我们将举行改革
开放40周年庆祝活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
经验。”马克里总统祝贺中国取得的成就，
希望借鉴中国经验，解决阿根廷发展不均
衡问题。

——巴拿马，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的新朋友。中国国家主席历史上首次到访，
成为巴拿马举国期盼的大事、喜事、盛事。

一年半前，习近平主席和巴雷拉总统
共同作出重大政治决断，两国正式建交。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电 （记者李忠
发） 国家主席习近平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相李勇浩。

习近平请李勇浩转达对金正恩委员长的
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金正恩委员长
三次访问中国，我同他就深化中朝友好合作、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等重大问题全面深入交
换意见，很高兴看到双方达成的各项重要共识
得到有效落实。

习近平强调，明年我们将迎来中朝建交
70 周年。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关系，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
已经开启了新的篇章。双方要以明年办好
中朝建交 70 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推动双
边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支持朝鲜
人民在金正恩委员长领导下，探索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祝愿朝鲜的各项事业越
办越好。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发生
积极变化，半岛问题重回政治解决的正确轨
道。希望朝美双方相向而行，照顾彼此合理关
切，使半岛和谈进程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中方
将一如既往支持北南双方改善关系，推进和解
合作。两国外交部门要继续加强沟通，为发展
中朝关系、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共同作
出努力。

李勇浩首先转达金正恩委员长对习近平
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李勇浩表示，金正恩
委员长今年三次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深入
会谈，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在新时期把
两国传统友好关系提升到新水平指明了方
向。朝方愿同中方一道，举办好明年朝中建
交 70 周年庆祝活动，巩固传统友谊，加强双
边合作。朝方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愿就半岛及本地区和平稳定同中方保持密切
沟通协调。

杨洁篪、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朝鲜外相李勇浩

12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相
李勇浩。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熊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王文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洪小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职务；

任命熊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张吉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冈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马建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冈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任命欧箭虹（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萨尔瓦多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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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
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

“新一轮科技革命”是个什么概念？
人类已经历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

时代这三轮科技革命的浪潮，现在，新一代人
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正在掀起第四轮科技革
命，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智能时代。

目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处于由实验室
走向产业界的起步阶段，发展方向和突破点
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这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必须从“跟跑”思维
转向“领跑”思维，才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
发展机遇。

人工智能到底有多重要

人工智能到底有多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
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加快发展新一
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
的重要战略抓手。

想一想蒸汽机对蒸汽时代的意义、电力技
术和内燃机对电气时代的意义、计算机和网络
技术对信息时代的意义，我们大概就能理解新
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对智能时代的意义。

作为近年来最为引人瞩目的高科技领域
之一，人工智能正在展现出超常的能力：

玩空战，它能打败空军上校，这事儿发
生在 2016 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研发的
人工智能系统阿尔法驾驶三代机 F—15，对
抗有 20 多年飞行经验的美空军上校吉恩驾
驶 的 四 代 机 F—22，结 果 是 阿 尔 法 获 得
胜利；

做医疗，它能打败资深医生，这也发生在
2016年——IBM的人工智能“沃森”学习了海
量医学论文后，在人类医生们对一名病人束手
无策的情况下，10 分钟内判断出病人得的是
罕见白血病，并给出了治疗方案；

下围棋，它能打败世界冠军，这是发生在
2017 年的事——围棋人工智能 AlphaGo 以 3
比0打败世界冠军柯洁；

（下转第三版）

改革开放40年，吉林与自己比成绩斐然，
与发达省份比则略显不足。在与对口援助的
浙江省对标中，他们意识到经济下行不仅有体
制机制问题，还在营商环境上有差距。

今年9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
察时就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提出 6 个方面的要
求，第一项就是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
深化改革。吉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补齐营商环境短板。吉林省委
书记巴音朝鲁表示，要坚持人人都是软环境，
打一场重塑营商环境的攻坚战。

从纸面环境到获得感印证

软环境须有硬行为。2016 年以来，吉林
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

的意见》，成立吉林省软环境建设领导小组，负
责全省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
统筹协调和工作部署。2017 年和 2018 年连
续两年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吉林省委、省
政府都组织召开了全省“抓环境、抓项目、抓落
实”大会，动员全省上下迅速掀起了一心一意
谋发展、全力以赴“抓环境”的高潮。

在这样的氛围下，“多证合一”，“双随机一
公开”，清理、规范、拆分行政许可事项等一系
列改革持续推进。目前，吉林省级“只跑一次”
事项比例达到97.6％，基本实现了企业和群众
办 事 线 上“ 一 网 通
办”、线下“只进一扇
门”、现场办理“只跑
一次”。如日前上线
运行的吉林市场主体

准入“E 窗通系统”，使用了电子执照、刷脸认
证、文书远程签署等手段，企业开办最快只需
58分钟。

此外，吉林省还组织开展清理政府及其部
门拖欠企业资金专项行动，重拳出击整顿政府
失信问题，彻底清理和解决全省各级政务机关
在经济建设、招商引资工作中违约失信占用、
借用、拖欠企业资金的问题。数据显示，全省
共清查出拖欠企业资金76.5亿元，截至目前已
还款30 亿元，极大地提升了各类市场经营主
体在吉林投资兴业的信心。 （下转第三版）

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领头雁”
——关注人工智能发展系列述评之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优化和治理并重、激励与惩处齐举——

吉林打响重塑营商环境攻坚战
本报记者 李己平

近日，记者来到山西省太原市万柏
林区的万科西铭文旅小镇，只见特色建
筑别致秀美，一个集度假、休闲、购物、居
住、观光为一体的特色文旅小镇已具雏
形。这个特色小镇不但体现了万柏林区
改造“城中村”“城边村”，打造宜居宜业
城区的成果，也将近年来这个老工业区
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浓缩在了这一方天
地之间。

作为太原市城中村和城边村最多的
城区，如何让 27 个城中村和 15 个城边
村“旧貌换新颜”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
万柏林区转型升级的重要课题。“从没有
路的地方闯出一条新路，坚持改造提升
与文明创建相结合，率先告别‘城中村’，
努力实现城市面貌新变化，这对我们来
说既是考验也是动力。”万柏林区委书记
杨俊民说。

2017 年，万柏林区在全市实现了
“两个率先”：全区27个城中村完成整村
拆除，率先告别城中村；率先启动城边村

改造提升工作。目前，采煤沉陷区移民搬
迁工作已经完成，2万余人住上了楼房，解
决了上学、就业、医疗等问题。

万科西铭文旅小镇是万柏林区首个签
约的城边村项目。项目负责人魏巍介绍，小
镇将创新性供给与个性化需求有效对接，
打造创新创业发展平台和新型城镇化有效
载体，推动“产、城、人、文”的融合发展。项
目规划总建筑面积378万平方米，将打造
一条产业结构带和一条景观大道，串联起
旅游、教育、养老、商业、农业等产业。

记者了解到，2018 年，万柏林区围绕
西山地区山上、山下“两大主战场”，将改造
腾挪出的空间作为万柏林区吸纳创新驱
动、转型升级项目的平台，全面铺开了“四
大片区”建设：在东社片区打造“产业转型
示范区”，依托太重、晋西、汾机、中车等品
牌效应，发展一批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兴
产业，促进军民产业融合；在白家庄片区，
打造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生的生态修复
样板区； （下转第二版）

山西太原万柏林区：

“老城区”创新转型换新颜
本报记者 刘存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