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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建设川藏铁路是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的治藏方略的一项重大举措，对维护
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
定，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区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川藏铁路沿线地形地

质和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修
建难度之大世所罕见，要充分发挥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完成
好。国铁集团要落实主体责任，有关单
位和川藏两省区要加强协调配合，精心
组织实施，广大铁路建设者要发扬“两
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科学施工、
安全施工、绿色施工，高质量推进工程

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建设川藏铁路是
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作
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各有关方面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安全可靠

优先、时间服从质量的原则，优化完善
工程方案，加大技术攻关力度，科学安
排施工组织，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好疫情防控、群众
民生等工作，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川藏铁路工程建设，为增进藏区群众福
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贡献！

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开工动
员大会11月8日在北京和川藏铁路控制
性工程色季拉山隧道、大渡河特大桥三
地，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时进行。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
大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为川藏铁
路工程建设指挥部揭牌，宣布川藏铁路
（雅安至林芝段）开工建设。

川藏铁路成都至雅安段已于2018年
12月开通运营，拉萨至林芝段于2015
年 6月开工建设，目前工程进展顺利，
此次开工的雅安至林芝段位于四川省、
西藏自治区境内。线路起自四川雅安，
终至西藏林芝，为国家Ⅰ级双线铁路，
新建正线长度1011公里，设计时速120
公里至200公里。项目由国铁集团负责
组织实施。

习近平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
高 质 量 推 进 工 程 建 设

李克强作出批示

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
放浦东，由此掀开了浦东发展的新篇章。
30年来，浦东勇当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探
路尖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不
断推出首创性、引领性改革举措，开发开
放取得历史性成就。

从阡陌农田到现代化新城

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
明确要求。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浦东
调研时就作出清晰论断，“浦东发展的意
义在于窗口作用、示范意义，在于敢闯敢
试、先行先试，在于排头兵的作用”。

浦东创造性地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转
化为开发开放的生动实践，在昔日的一
片农田上建成了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
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成为我国改
革开放的重要标志和上海高质量发展的
缩影。

浦东曾经的地标是24米高的消防瞭
望塔，如今的浦东高楼林立，金茂大厦
420米、环球金融中心492米、上海中心
大厦632米……不断刷新的高度印证着
浦东发展的日新月异。

2019年，浦东新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12734亿元，是1990年的211倍；人均
GDP3.32万美元，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
水平。

全国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出口加
工区、第一家外资银行、第一家外资保险
公司、第一家外商独资汽车制造公司、第
一家外商独资医院等都在浦东诞生。

17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2 万家外资企
业、35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全球500
强企业中346家在浦东有投资项目。

浦东基本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
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第三产业占比77.3%。
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产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的42.4%。 (下转第二版)

11月11日至15日，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
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将在深圳举
行。本届高交会以“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驱动
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人工智能、5G、新能源、
数字经济、物联网、航天航空等领域的先进技术
与产品。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引发了
一系列的产业变革，一批新技术、新服务、创新
成果加速涌现。据高交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苏彦伟介绍，本届高交会将展示科技在疫情防
控中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智慧防疫相关产
品；并在1号馆设立“IT防疫科技专区”。

一批防疫“黑科技”将在本届高交会集中亮
相。其中，包括AI体温预警系统、AR疫情测温
筛查解决方案、重大疫情智慧防控平台、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实验室设备仪器整体解决方案、智
能巡检机器人、地下管网检测机器人、红外体温
计、石墨烯除雾光疗护目镜、空气净化凝胶、远
程会议一体机、防疫集成房建造等。

在高交会的智慧城市展上，深圳亚晔实业
有限公司将带来全球首创的“智能防疫综合消
毒系统”。该系统集消毒设备、智能门锁及人体
感应控制器、门磁传感器、控制面板于一体，可
对各种公共环境及医疗场所进行安全高效的智
能消毒防疫，为抗疫战线拉紧防护网。

在建筑科技创新展上，中建科技有限公司将
展出防疫“神器”——装配式红外体温筛查通道。
该通道利用了红外热成像测温技术，具有高精度、
高效率，装配式、易安装等特点，能够为大批流动
人群进行无接触式快速测温。

服务机器人正逐步走向大众的生活。疫情
之下，智能机器人加快承接了送药送餐、消毒清
洁、诊疗辅助、安防保障等功能。深圳奥比中光
科技有限公司将带来自主研发的3D视觉方案，
可为抗疫一线服务机器人提供“3D慧眼”，让机
器人在复杂环境下实现精准操作。截至目前，
搭载奥比中光3D视觉模组的擎朗智能机器人
足迹已经遍布全国29个省份的400余座城市，
并出口到欧美多个国家。

随着公众对公共防护和家庭健康护理的
日渐重视，智慧医疗行业的新产品、新技
术、新成果加速落地。本届高交会期间，智
慧医疗健康展将紧跟医疗行业热点，科瑞康、问止中医、倍泰测量等智
慧医疗硬件以及解决方案的企业将带来家庭云智能健康设备、移动医疗
健康体系、磁控胶囊式内窥镜系统等智慧医疗产品及服务。据悉，该展
区还将设置多条以智慧医疗健康、抗疫科技等为主题的参观路线，为专
家学者、专业观众、行业交流搭建平台。

一项项高科技产品的背后，是高交会经久不衰的“创新”本色。本届高
交会创新与科研展中，将有北京、上海、广东等30个省份团组，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27所知名高校参展。在优秀创新产品展示区中，
富士胶片、曼顿科技、烯旺新材料科技、虹软科技、一清创新科技、丝路视觉
科技、英飞拓科技等海内外科技企业，将携先进科技项目参展。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本届高交会还将创新办展模式。苏彦伟介
绍，今年高交会将利用5G、AR、VR、直播等新产品新技术，以线下为主，线
上为辅的方式开展。在线上展会方面，不仅可为展商提供远程参展服务，还
将为现场展商提供图文、视频、360度VR实景展示等服务，对重大活动、特
约展商等进行线上直播，提供线上预约洽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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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当 探 路 尖 兵
——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综述之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予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
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顺应新一轮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要求，第三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在上海举办，这是中国主动向世
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凸显中国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也充分体现中
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
心和实际行动。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和平
发展的历史车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
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冷战思维依
旧存在。为使人类社会彻底摆脱战乱与失序的
危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和激励世界
各国与各国人民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的世界。

过去 500 多年来，无论是殖民主义、帝国主
义还是霸权主义，都带来对立与分裂，制造动荡
与冲突，人类社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从殖民扩
张时代列强间战火频仍，到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剑
拔弩张，再到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旋
律，人类社会清晰显示从对立、矛盾与冲突向和

平、合作与和谐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国际体系内看，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日益深入人心。
和平发展、公平竞争取代战争与冲突成为世界各
国确立自己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主要途径。要
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停滞；要对话，不要
对抗，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正是基于对历史潮流和时代大势的准确把
握和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要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我们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不会走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更不
会给世界造成混乱。”无论人类社会面临怎样的
挑战、世界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始终不渝
地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

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
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国家与人民都能
够有尊严地实现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是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之一。
人类的历史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只有敞开通向世界之门，以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的心态接受来自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新
信息、新知识、新事物，才能不断获得活力与生
机；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包罗万象，在一个参差不
齐的世界里相互借鉴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
通有无，才能成就伟业丰功。任何民族、任何国
家，如作茧自缚、故步自封，其结果必然是保守僵
化、抱残守缺、每况愈下。

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包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必然规律。“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上没有完全
相同的政治制度，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万
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历史的发展需
要从不同的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人类的进
步离不开求同存异、互学互鉴。回顾1972年2月，
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时明确表示：

“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
度。我们在这里见面，并不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
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我
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事实证明，和平共处不仅

会给各国带来重大利好，而且对世界发展产生不可
估量的积极影响。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完全可以
通过开放发展、共同发展、合作发展促进共同繁荣，
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合作而非分裂才能代表历史
发展进步的潮流

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
同一个时空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命运共
同体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合作而非分裂才能代
表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今日世界堪称人类诞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
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联系最为紧密的世界，也是
相互合作在最高水平得到开展的世界。国家间
我赢你输、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开始转变为主要
依靠制度规则来协调相互关系，绝大部分国家都
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
的联系与合作发展自己，形成历史合力推动社会
进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

发展快车道，与发达国家一起
为世界发展贡献力量。在世界
各地区逐渐形成多个发展中
心，成为全球化新的动力源泉。

当今之任何国家，都不是
一个孤立的存在，人类社会有
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也
面临共同挑战与困难。合作共

赢是历史潮流，也是现实需要，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东盟、欧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与机制相继
问世，自由贸易区数量不断增多，就是一个有力的
证明。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人类共有一个
家园却聚少离多。17 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形成后，“各国在一个只认权力的世界里
不得不把本国利益置于首位”，开启了以国家为
基本单位的丛林法则时代。在 20 世纪很长一
个时期内，联盟对抗一直使“地球村”处于分裂
状态。一战是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的
对垒，二战是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对抗，冷战是美
国领导的西方阵营与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的博
弈。杀戮、蹂躏、征服与摧毁等罪恶行径几乎司
空见惯。 (下转第二版)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 文

上海浦东陆家嘴环岛中央的大型立体花坛。近日，上海浦东陆家嘴环岛中央“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大型立体花坛布置完成。
该花坛面积约1800平方米，错落有致的立体花卉和“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字样格外醒目。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编者按 今年是上海浦东开发

开放30周年。30年来，浦东创造性

地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开发开

放的生动实践，在一片农田上建成

了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

进的现代化新城，成为我国改革开

放的重要标志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

缩影。本报今日起推出系列综述，

报道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的成就与

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