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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经营环境将更加开放、透
明、规范。中国将继续发展全球伙伴
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促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
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热忱欢迎
全球企业家来华投资兴业，共享中国
改革发展带来的机遇，共创中外经贸
合作美好未来！”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6日致2017
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的贺信在与会
中外嘉宾中引起热烈反响。

让全球化更可持续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深

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让
与会人士看到中国坚持开放发展政策
的决心，得到高度认同。

“毫无疑问，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
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更是从中获益
良多，但也应看到，全球化也带来一些
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发展更高

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就是让全球化促
进经济发展更可持续。”中国保利集团
董事长徐念沙说。

澳大利亚前贸易和投资部长罗布
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的巨大
成就，最好地展示了改革开放和全球
化的力量，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坚定这
一选择。“我十分同意与会商界领袖对
中国经济的判断，中国的不断开放、不
断优化的资源配置和强有力的领导，
将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从
而持续拉动世界经济发展。”

让全球化更有活力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将“全

面深化改革，大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
持续释放发展活力”。

“经济全球化亟须新的创新动
力。”《财富》杂志总裁、时代集团首席
内容官穆瑞澜说，当前，以数字信息技
术创新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等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给人类生产和

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
中国的创新企业和创新经济引人注

目。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讨
论中说：“中国在许多领域带领整个世
界，比方说电动车，或无现金社会。中国
现在有很大进展，有很多本土的创新，不
仅对中国，对整个世界，也是一个机会。”

“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是非常创
新的国家了，很多应用和商业模式只
能在中国创立。比如，共享单车，外卖
网站。未来，我们应该寻找这种共赢
的创新。”苹果公司CEO库克说。

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说，随着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
深度融合，相信中国企业的市场地位和
竞争力还将进一步提高，在促进本国新
动能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为经济全球化
和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创新动力。

让全球化更加平衡
“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习近平主席对全球化未来方向的把握
和定调，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
和责任。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

说，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既展
示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为
世界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模式。

如何让更多的人从全球化中获益
是本届《财富》全球论坛的重要议题。
过去，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中
国的开放发展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地
位，促进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当前，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80%，中国
的贡献率达到约1/3。

霍瑞西斯国际构想集团总裁弗兰
克-于尔根·里奇特说，从巴基斯坦到
波兰，人们都在急切地寻找对接“一带
一路”的机会。对于全球化而言，一项
政策或倡议的制定，不应单纯建立在
某个国家利益优先的基础上，“一带一
路”倡议很好地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因此受到广泛欢迎。

“共享中国改革发展带来的机遇，
共创中外经贸合作美好未来。”2017《财
富》全球论坛执委会主任蔡朝林说，开
放创新将引领全球化走向合作共赢的
新时代。（据新华社广州12月7日电）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12月7
日，首届“南南人权论坛”在京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对论坛的
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强调全球人权
事业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共
同努力，希望国际社会本着公正、公
平、开放、包容的精神，尊重并反映发
展中国家人民的意愿，促进发展中国
家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人权，实现全
人类共同繁荣发展。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人人充分
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伟大梦想。
近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人民为争取民
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获得自由和平
等，享有尊严和幸福，实现和平与发
展，进行了长期斗争和努力，为世界
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
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不断提高尊重与保障中国人
民各项基本权利的水平。前不久召
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描绘了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必

将有力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为人
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发展中国
家人口占 80%以上。人权事业必须
也只能按照各国国情和人民需求加以
推进。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人权的普
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提
高人权保障水平。中国人民愿与包括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
同心协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
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
长黄坤明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
的贺信并致辞。他说，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
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公正合理
方向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中国愿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坚定
自信、团结合作，走符合本国国情的
人权发展道路，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本次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和外交部共同举办，来自 70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的官员、学者等300余
人出席。

新华社北京 12月 7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7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
行国事访问的马尔代夫总统亚明举行
会谈。

习近平指出，马尔代夫是中国周
边大家庭的一员，中马两国传统友好，
总统先生是中方在中共十九大之后接
待的首位周边国家元首。建交 45年
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合作共
赢，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双边关系始
终健康稳定发展。近年来，中马关系
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两国建立了面向
未来的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总统先生提出
的利用马尔代夫区位优势、实现经济
腾飞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中方赞赏
马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视马

方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合作伙伴，愿同马方对接发展战略，分
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我们要推
动中马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增添共同
发展新动力。双方要加强高层接触，
密切政策沟通，为中马关系发展做好
顶层设计和引领，加强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以及政府部门、政党、立法、司法
机关友好交往。要以此次签署政府间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
和中马自由贸易协定为新平台，激发
双边经贸合作活力，共同推动有关重
大合作项目顺利完成，促进投资、金融
和海洋等领域合作。要加强反恐、禁
毒、打击犯罪合作，扩大旅游、文化、教
育、医疗和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
两国民心相通。中方愿同马方一道，

继续采取切实行动，促进国际合作，共
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可
持续发展。希望马方继续支持加强中
国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合作，促进
南亚地区发展繁荣。

亚明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和
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
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
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亚明强调，中国是马
尔代夫重要和可靠的合作伙伴。习近平
主席2014年对马尔代夫的国事访问有
力推动了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感谢中
国对马尔代夫国家发展的大力支持。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极大推动了
广大中小国家的发展。马方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在马中建交45周年之
际，马方愿同中方加深友谊，密切基础

设施、民生等领域合作。马尔代夫期待
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并
愿加强同中方沟通协调。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尔代夫共和国
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马尔代夫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以及经济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海洋、
环境、卫生、金融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
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亚明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主席
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
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
洁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向巴平
措，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等参加。

习近平致信祝贺
首届“南南人权论坛”开幕

习近平同马尔代夫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以开放创新引领全球化步入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致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的贺信引起热烈反响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6 日电
国 际 热 核 聚 变 实 验 反 应 堆 计 划
（ITER）组织总干事贝尔纳·比戈6日
在华盛顿宣布，经过各方 10年的努
力，这个世界最大的“人造太阳”项目
建设工作已完成一半。

“这是一个很具有象征意义的里
程碑，”比戈告诉新华社记者，“现在
我们按时完成了所有预定目标。”

ITER，又称“人造太阳”计划，建
设地在法国南部的卡达拉舍，是目前
全球规模最大、意义深远的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之一，旨在模拟太阳发光发
热的核聚变过程，探索核聚变技术商
业化的可行性。

欧盟、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
和俄罗斯共同资助这个项目，其中欧盟
出资约45%，其他6方各承担约9%。

根据 ITER的最新部署，2007年

至2025年为建造阶段，2025年12月
第一次点火，2035年进入运行阶段，
最终在2050年前后实现核聚变能商
业应用。

比戈说，除美国外，另 6个参与
方现已同意在2018年年中前承诺支
持建造阶段200亿欧元（约合236亿
美元）的最新总预算。他造访华盛顿
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获得特朗普政
府的承诺，为实验堆相关组件的建设
提供资金支持。

目前，世界各地的核电站通过重
金属元素原子核发生裂变反应获得巨
大能量，而 ITER通过氢的同位素氘
和氚发生核聚变反应产生能量。核聚
变反应的原料在地球上取之不尽，反
应放射性微乎其微，对环境的污染很
小，因此被认为是未来解决世界能源
和环境问题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世界最大“人造太阳”项目
建设进度过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莲花街西延（白松路~

西南绕城高速）新建工程已由郑州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郑发改基础〔2017〕
776号文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业
主自筹资金，招标人为郑州交通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
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概况
莲花街西延（白松路～西南绕城

高速）新建工程起点位于荥阳市莲花
街与西南绕城高速互通式立交工程终
点处，路线向东经袁庄村南折向东南，
过西白寨村北跨索河，穿白寨村北继
续向东，终点接于高新区白松路，路线
全长2.414公里。

全线路基挖方 98868立方米，填

方 131560 立方米，沥青混凝土路面
59425平方米；新建桥梁（左幅180/右
幅100）米/1座，平面交叉8处，交通工
程及沿线设施2.414公里。

该项目近期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建
设，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双向六车
道，路基宽度 32米；路面面层采用沥
青混凝土；桥梁宽度60.6米，设计荷载
公路-Ⅰ级，设计洪水频率为 1/100。
其他技术指标应符合《公路工程技术
标准》（JTGB01-2014）中的规定。

2.2招标范围：
莲花街西延（白松路～西南绕城

高速）新建工程所有勘察、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工程量清单和概预算文
件编制及配合地勘验收等工作；主要
工作内容为：路基路面、路线、桥涵、交
叉工程、绿化、排水、安全设施及有关
管线迁拆保护的勘察设计等项目范围

内全部内容，并负责现场配合和后续
服务工作。

2.3 标段划分：本项目设一个标
段。

2.4勘察设计周期：符合法律、法
规等相关规定，满足项目建设需求。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

具备设计资质和勘察资质。设计资
质要求为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
公路行业（公路）设计甲级资质；勘查
资质要求为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
质或同时具备工程勘察专业岩土工
程、工程测量甲级资质，并在人员组
成结构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设计
能力。

3.2 业绩要求：在近五年内(2012
年 12月 1日起至今，以合同签订日期
为准）独立完成过2条以上（含2条），

里程均在 2.5公里以上类似本项目的
一级公路或高速公路的勘察设计工
作。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 有 意 参 加 投 标 者 ，请 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14 日，每日上午 9：00 至 11:30，下
午 2：30 至 5：00(北京时间、下同)，
在中鼎誉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郑
州市建设西路 187 号泰隆大厦 1311
室）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勘察资质证书副本原件、设计资质
证书副本原件、单位介绍信、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及
上述资料复印件一套（加盖公章）购
买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1000元，
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17

年12月27日10时。投标人应于当日
10时前将投标文件送达郑州市交通
运输招标投标中心（地址：郑州市航海
东路与四港联动大道交叉口南约2公
里潮河桥南头东，请注意相应指示牌

“交通信息管理中心”）。
5.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

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河南日

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
chinabidding.com.cn）、“河南招标采
购综合网”（www.hnzbcg.cn）、“郑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委 员 会 网 站 ”（zzjt.
zhengzhou.gov.cn）、“郑州交通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网”（www.zzjjt.com）
等媒介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郑州交通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

水路
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0371-86558105
传 真：0371-86558105
招标代理机构：中鼎誉润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建设西路187号泰

隆大厦1311
与圃田西路交叉口向南 1000米

路西室
联系人：张女生 王先生
电 话：0371-67978566

18539999337
传 真：0371-63368876

2017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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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显三

人的一生要经历许许多多事情，
大凡都是匆匆而过。而让我始终刻骨
铭心、难以忘怀的，至今仍然是南水北
调和移民工作这两件事。

当时，由于工作的缘由，我经常奔
波于丹水之畔，压力和紧张、忙碌与疲
惫，使我无暇欣赏绿山之俊秀和丹水
之柔美。通水之后，闲暇之余我总会
来到渠首，望着那远山近水，心潮澎
湃、遐思不尽。

丹江水库,亚洲的天池，你在我心
中就是一座美丽圣洁的湖泊。

唯其如此，我对于丹江，每每牵
挂着、每每依恋着、每每品味着、每每
满足着……丹江的博大、广阔、深厚，
使我一个不懂诗文的亲历者难以描
述。

无山不秀，无水不灵。坐拥武当
的丹水，慢慢品来，才懂得山的慧根就
是水的灵性,才懂得上善若水、水润万
物而不争高下的品行。

丹江出自秦岭余脉武当山系，北
接伏牛南麓，西南横卧四峰山峦，群山
连绵，奇峰叠翠，清潭争辉，是大自然
给人类创造的独特风景。晴天可以领
略天水一色的朦胧美妙，雨天可以览

尽江南杏花烟雨的韵致。
她地处南北过渡带，四季分明。
春芽萌动，桃李争妍，岸边修竹随

着和风翩翩起舞。清清静静的湖水，
郁郁葱葱的山林，皓皓洁洁的蓝天，碧
浪清波，祥云万里，给人难以屏息的静
态之美。

夏日炎炎，花开默然，柳烟成阵，
红鲤戏水，白鹭矫翼，碧波荡漾。岸边
林中风声如丝弦，雨声似落盘。鸟鸣
声更是啾音和鸣、洋洋洒洒，起伏山林
中滚滚涌入湖面的山溪，波涛澎湃，形
劲意满，给人以灵动之美。

秋高气爽，黄菊开遍，烟与叶的舞
曲开场。两岸红枫如火，与高岗、田
野、丛林、草坪、花圃、石屿遥相映衬。
千里湖畔，果实累累，拥抱着静静的湖
水，着实给人以丰收美景。

冬至霜花，雪花飘舞，水、天、雪、
山倒映江中。两岸山水纯白，江心远
帆点点。寺院钟声暮鼓，鹊儿俏立树
梢引颈低吟。所有的梵唱古老而清
浑，余音绕梁，绵绵不绝。此时的丹

江，变成了一个如诗如画的梦幻世界，
与皓月交辉，与雪梅斗艳，让人咀嚼这
无色世界的韵味。使你惊悚地发现，
所能看到、领略到的丹江，比传说中的
更美。

皓皓宇宙，光辉璀璨，在数千年的
时空旋转之下，在武当与伏牛山之间，
在九曲回肠的奔流之中，终于造就了
丹江水库这一亚洲最大的天然湖泊圣
地。自此，在丹江流域上铸就了一座
不朽的丰碑，闪耀着东方文明古典色
彩的辉煌。

丹江大坝的筑就，水位的升高，作
为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龙城的沉没，
就是过往历史雄浑的记忆。

遥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豫鄂数
万民工云集大坝、陶岔，车水马龙战天
斗地，拦坝挖渠，凿山引水，壮烈场面
惊天撼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通
过发电、灌溉与航运、减少水患，造福
民生。从建坝发电到今天，累计发电
1672.6亿 kwh，为祖国的发展注入无
穷无尽的动能。

矗立的陶岔渠首就是最早南水北
调的身影。这是在生产力低下，条件
艰苦的情况下，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
然的一曲首唱。

发展到今天，集聚到今天，中国有
力量了，我们共和国领袖的命题——
南水北调，这一世纪工程才能横空出
世。南水北调工程，是人类改造利用
自然智慧的挑战。

南水北调自陶岔渠首从南向北，
自流到北京，是当今中国人的智慧结
晶，是我国人类历史上的一曲绝唱，必
将带来一河两岸的大发展、大繁荣。

号称亚洲天池的丹江水库雄伟壮
观，波澜不惊，坝高 176.5 米，面积
1022 平方公里，储水 339.5 亿立方
米。从渠首跨湍河渡槽，越方城垭口，
穿黄河浪底，一泻千里，直奔北京，全
长1277公里，落差100米。创意性地
改变了北水南去、西水东流的格局，举
证了半个世纪的伟大工程，可谓人间
奇迹。

一口水拯救一个生命，一渠水复

苏万千生灵。那日夜奔流不息的一江
碧流，为人类带来世纪的繁荣。

烟波如云的丹江之水，在静默中
负载着希冀，传承着梦想，越过险滩急
流，在恒久的积蓄中等待着机遇，在巨
重的拼搏中保持尊严，从高度到深度，
产生了惊世骇俗的能量与潜力。

丹江，你具有母亲的胸襟，爱人的
情怀。你激越温柔，深谙坚韧艺术，把
忍耐的性格嵌入伏牛的骨骼，梦想随
着血脉的火焰流到远方，种植出了北
方的一片丰收和希望。

你细心倾听黄土与绿植的絮语，
田垅与庄稼的交流，黄鹂与柳枝的情
歌，葡萄酒与夜光杯的夜话，用彩虹喷
泉的旋律，催生出洒水车走过绿化带
的歌声……

你不断变换奔流的姿态，是酣畅
的宣泄，是纵情的高呼，是雄浑的乐
章。如豪杰一路放歌，在季节的行板
中激越奔涌，将刻骨铭心的爱谱写成
隽永的生命华章。

丹江奔流滚滚，永恒的美丽如冰

心玉壶，镌刻在万顷碧波之中。南都
春深，丹江水碧东风起。水龙腾跃，一
路蜿蜒向北去。昔日功德可描可绘，
今朝壮举感天动地。

在赞美丹江之时，我们不能忘怀，
为一渠清水送京津，几十万库区移民
抛家离舍，迁徒到祖国各地。他们作
出的牺牲和奉献感天动地，可歌可
泣。不能忘怀数十万大军奋战在丹江
大坝、渠首工程，以及数千里南水北调
渠系的建设者们。他们用艰苦卓绝的
劳动书写了中华民族砥砺奋进的征
程。一江清水溢满了情爱，一幕壮烈
谱写出了民族复兴的华章。

丹江丹水见证着伟大祖国由积弱
积贫到开放崛起、最终复兴圆梦的伟
大历程！

心生敬畏，胸中慨然，有道是：
一湖丹水万般情，
烟波浩渺蜿蜒行。
披星戴月奔京津，
龙飞凤舞鸿鹄鸣。
清流浸润万民意，
沧海横流政和通。
举世伟业染丹书，
国旗猎猎万载红。
（作者系邓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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