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 3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丁晓范 编辑：王大蔚 责任校对：雷磊

（上接第一版）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
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始终在兼收
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
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
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
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习近平强调，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
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
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希望大家共同创造亚洲文明
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新加坡总统哈
莉玛、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也在开幕式上致辞。他们表示，世界是多元
的，不同国家、民族和文明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不同文明
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取代其他文明，没有任何一种文
明可以对其他文明居高临下。要相互尊重，尊重文明的差异性、独
立性和多样性。要加强文明之间沟通对话和交流互鉴，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的繁荣进步。所谓“文明冲突论”
十分错误，将破坏甚至切断文明沟通的桥梁。正是文化上的固步自
封、唯我独尊和极端主义导致了世界上许多矛盾和冲突。感谢习近
平主席倡议举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这为亚洲国家及不同文明对话
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在当前形势下恰逢其时，意义重大深远。亚
洲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要加强对话交融，增进相互了解，共享繁
荣亚洲。要秉持亚洲文明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加强同域外其他文明
的交流互鉴，共建和谐世界。

外方领导人表示，古老的中华文明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
想，是当代中国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各国
要把握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机遇，构筑民心相通，促进和平、
友谊、合作，共圆美好梦想。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
黄坤明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前，习近平在迎宾厅同外方领导人一一握手、互致问

候。随后，中外领导人共同参观文物展，观赏了来自中国、斯里兰
卡、新加坡、希腊、柬埔寨、亚美尼亚的精品文物，并同出席开幕
式的重要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题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
体”，举办开幕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周四
大板块共110余场文明交流活动。约1200名中外嘉宾出席开幕式。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记者 王雨萧 陈炜伟） 国家
统计局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
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从生产来看，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增速与上年全年持平。

消费方面，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增速
比上月回落1.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分析，如考虑4月份节假日
天数同比减少两天的因素，测算4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8.7%，与上月持平。

投资方面，1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增
速比上年全年加快 0.2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快增
长，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1.4%和
15.5%，增速分别快于全部投资5.3和9.4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就业形势稳定向好，调查失业率下降。1至4
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459 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 42%。4 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其
中，25 至 59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4.7%，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
点，连续两个月下降。

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新华社北京 5月 15日电 （记者
郑明达 王卓伦）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
人彭丽媛15日晚在北京国家体育场同出
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
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王沪宁出席。
孟夏的北京，惠风和畅，万物并

秀。夜幕下，国家体育场“鸟巢”灯光
绚烂，青春涌动。

19 时 59 分，在雄壮的 《命运共同
体》乐曲声中，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柬埔
寨国王西哈莫尼、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
斯、新加坡总统哈莉玛、斯里兰卡总统
西里塞纳、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等外
方领导人及配偶共同走上主席台。

宛若银河的灯光点阵在空中呈现倒
计时数字，现场观众齐声呼喊：10、
9、8、7、6、5、4、3、2、1！一场以

“青春嘉年华，共圆亚洲梦”为主题的文
化盛宴拉开大幕。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致
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
迎各国嘉宾和艺术家们。习近平指出，
亚洲各国都有古老灿烂的文化，既独树
一帜、各领风骚，又和谐共生、交相辉
映。亚洲文明的多样性赋予了亚洲文化
更为丰富的色彩、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今晚，艺术将跨越民族、穿透心灵、沟
通思想，向世界展现一个光彩动人的亚
洲、活力澎湃的亚洲、和平进步的亚洲。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自古就推崇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亲望亲好，邻
望邻好”。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亚洲各国守
望相助、同舟共济，在世界前进的步伐
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携
手共创亚洲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宣布：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正式开始！

恢弘的音乐响彻夜空，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巨型徽标出现在大屏幕上，象征着亚

洲文明交流对话的六瓣牡丹绽放开来。
演出在交响互动大合唱《我们的亚

细亚》中震撼开场。来自多国的青年歌
手和联合乐团共同演唱这首嘉年华活动
主题曲。舞台上，亚洲各国青年高举本
国国旗，在少年儿童簇拥下登场，汇聚
成旗帜的海洋。舞台下，各国代表乘花
车巡游而过。舞蹈《火之激情》融汇了
9 个国家独具特色的民族舞蹈。歌曲

《风与花的边界》以高亢悦耳的歌声唱出
欢聚的友情。中、日、韩鼓手共同演奏
打击乐《鼓舞飞扬，百舸竞渡》，铿锵的
鼓点奏出亚洲奋进的昂扬。手姿舞蹈

《丝路绽放》描绘出丝绸之路穿越古今，
世界各国共建共享幸福未来的美好愿
景。京剧表演《盛世梨园》将中国国粹
之美呈现得淋漓尽致。意大利著名男高
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中国音乐家的
伴奏下演唱歌剧《图兰朵》选段《今夜
无人入睡》。歌舞《亚洲风情》奉上各国

风格各异的歌舞。武术《墨之韵》抒发
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的胸怀。舞蹈《吉祥吉祥》以孔
雀开屏和彩蝶飞舞传递美丽的祝福。舞
蹈 《青春亚洲》 舞动时尚，唱响未来。
在《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中，各国艺
术家欢歌曼舞。歌舞《远方的客人请你
留下来》由中外歌唱家和舞蹈家共同呈
现，留住友谊，不忘朋友。合唱《光耀
亚洲》唱出亚洲人民命运与共，共享幸
福梦的共同心声，将演出推向高潮。在
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乐曲声中，演出落下
帷幕。

今夜的“鸟巢”激情澎湃，今夜的
北京惊艳世界！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
王毅、何立峰等出席，黄坤明主持活动。

亚洲文化嘉年华是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重要活动之一，约 3 万名观众现场欣
赏了这一文化盛宴。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
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记者 高亢） 14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推动网络提速降费，继续增强网络基础能
力，发挥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多重效应。

会议明确，将把加快网络升级扩容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着
力点。计划我国今年实现光纤到户接入端口占比超过90%，在300
个以上城市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推动固定和移动宽带迈入千兆
时代；年内实现全国行政村覆盖率超过98%；突出增强工业互联
网、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网络能力，加大有效投资力度；年内
实现全国中小学宽带网络接入率达到97%，推动县级以上医院和医
联体专网全覆盖。

电信专家付亮表示，此次国家对于网络基础能力建设提出了新
要求，比以往更上一个台阶，我国网络将再次大踏步提速。

会议指出，继续推动基础电信企业通过下调资费价格、免费提
速升档等方式，年内实现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降低15%；通过实
施普惠制套餐升档降费、大幅降低套餐外流量单价、针对低收入和
老年群体推广“地板价”资费，多措并举实现移动流量平均资费降
低 20%以上；推动内地与港澳地区间流量“漫游”费降低 30%；
11月底前在全国全面实施“携号转网”，并严查擅自增加办理条件
等行为；清理规范套餐设置，年内再精简目前在售套餐数量15%以
上，推动解决数量多、看不懂、选择难等问题。

“更细化、更有针对性的要求，将更容易实施，也更容易体现
出效果。”付亮说，此次网络提速降费新部署与以往有很大区别，
可量化的新要求、新指标更多了，更注重细节，消费者受益的同时
获得感将更强。

专家认为，推动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降低15%和内地与港澳
地区间流量“漫游”费降低30%等举措的出台，将对我国中小企
业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我国将进一步推动网络提速降费

共聚一堂，共襄盛举！
5 月 15 日，来自亚洲 47 个国家和五

大洲的各方嘉宾，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共商亚洲文明发展之道，共话亚洲合
作共赢大计，致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致
力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人文基础。这是亚洲文明交流互
鉴的重要历史节点，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
要历史时刻。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
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深情回望亚洲文明
的发展历程，高度评价亚洲人民创造的辉
煌文明成果，准确把握亚洲人民对一个和
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的美
好期待，明确提出了加强交流互鉴的4点
主张，向世人宣示了中华文明的特质与气
质，引起与会嘉宾广泛共鸣，引发国际社

会热烈反响。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亚

洲人民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创造了辉煌
的文明成果，亚洲先人们早就开始了文
明交流互鉴。一代又一代亚洲先民历经
岁月洗礼，把生产生活实践镌刻成悠久
历史、积淀成深厚文明。各种文明在这
片土地上交相辉映，谱写了亚洲文明发
展史诗。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
路等古老商路，助推丝绸、茶叶、陶
瓷、香料、绘画雕塑等风靡亚洲各国，
记录着亚洲先人们交往交流、互通有无
的文明对话。现在，“一带一路”、“两廊
一圈”、“欧亚经济联盟”等拓展了文明
交流互鉴的途径，各国在科技、教育、
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的合作蓬
勃开展，亚洲文明也在自身内部及同世

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今天的
亚洲，多样性的特点仍十分突出，不同
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交融，
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庭，不同
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彼此交相辉映、相得
益彰，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
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
步的源泉。“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
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人类
文明因亚洲而更加绚烂多姿。”正如习近
平主席所指出的，从宗教到哲学、从道
德到法律、从文学到绘画、从戏剧到音
乐、从城市到乡村，亚洲形成了覆盖广
泛的世俗礼仪、写下了传承千年的不朽
巨著、留下了精湛深邃的艺术瑰宝、形
成了种类多样的制度成果，为世界提供

了丰富的文明选择。亚洲文明发展史深
刻表明：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
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
进、创新发展，我们才能夯实共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
础，各国人民才能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
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把握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大势，顺应亚洲人
民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让文明交流互鉴成
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
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让各
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我
们就能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
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璀璨的亚洲文明是世界文明的精彩篇章
——论习近平主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5月15日，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在北京“鸟巢”举行。这是手姿舞蹈《丝路绽放》。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 摄）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记者
张辛欣） 1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
业增加研发投入等四条措施，发挥企业
主体作用提高创新能力。工信部表示，
将通过不断完善政策举措，继续实施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等，加强创
新能力建设。与此同时，进一步推动研
究新技术发展方向，强化标准引领，加
大金融支持力度，健全企业创新、技术
改造服务体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企业提高创
新能力，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

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会议确定四条措施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提高创新能力。包括：要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要紧扣
促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强化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推动制造业加快向智能、绿色、
服务型制造转型升级；要完善创新体系，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和推广应用。

创新的关键靠研发。值得一提的是，
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方面，会议提出强
化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完善以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发展创
投、风投等基金，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比例支持企业创新。
“这些举措实、力度大，表明我国加

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决心和信心。”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
局局长黄利斌说，推动重大科研设施、基
础研究平台等创新资源开放共享一系列举
措，也表明我国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
激发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力。

提高创新能力，技术改造十分重要。
当前，我国制造业中传统产业占比在
80%以上，加大技术改造是破解低端产能
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一
环。

专家认为，会议提出的强化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服
务、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等一
系列措施，旨在健全技术改造服务体
系，为企业搭建创新创造、提质增效的
平台。

工信部表示，将进一步推动研究新技
术发展方向，健全技术改造服务体系。其
中，要培育发展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在智
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领域培育一批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引导供应商加强和改善对
中小企业的服务。同时，鼓励和支持第三
方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技术改造提供优质
专业化服务，推进大中小企业协同改造、
融通发展。

我国确定四条措施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提高创新能力

5月15日，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在北京“鸟巢”举行。这是打击乐《鼓舞飞扬 百舸竞渡》。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