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两颗全球组网

卫星顺利升空，我国成功

完成北斗三号基本系统

星座部署。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

独立运行的重要空间基

础设施。它在生活中有

哪些应用？记者近日走访

了中国北斗创新发源地之

一的陕西省，无论是古城

文物的保护开发还是智慧

城市建设，北斗的应用场

景正不断丰富，加速赋能

智慧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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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大洋，跨过赤道，从

北至南，经历寒暑。11 月 15

日至 21 日，习近平主席从北

京一路南下，直抵巴布亚湾沿

岸莫尔兹比港，西行至加里曼

丹岛北部斯里巴加湾，再北上

吕宋岛西岸马尼拉。7 天 6

夜，访问三国，出席一场国际

会议，举行一次集体会晤，40

多场活动，行程15000公里。

新时代的大潮奔涌向前。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放眼

世界大棋局，习近平主席为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再落一子。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22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2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哈萨克斯坦总理萨金塔耶夫。

习近平请萨金塔耶夫转达对纳扎
尔巴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习近平强
调，我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保持着
密切交往，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共同
引领中哈关系发展。在两国政府共
同努力下，这些共识正得到扎扎实
实的落实。作为友好邻邦和全面战
略伙伴，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哈萨
克斯坦关系，赞同哈萨克斯坦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定支持哈
萨克斯坦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我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 5周年。5年来，“一带
一路”合作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为世

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我们赞
赏哈萨克斯坦坚定支持并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合作。中哈共建“一带
一路”基础扎实，前景广阔。下一
步，双方要重点加强政策协调，落实
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光明之
路”新经济政策对接，规划好各领域
合作。

萨金塔耶夫首先转达了纳扎尔
巴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
候。萨金塔耶夫表示，中国是哈萨克
斯坦友好邻邦、亲密朋友和战略伙
伴。哈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 5 年
前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这一伟大倡议对加强区域
互联互通、应对全球挑战、维护世界
安全和稳定、促进共同增长和繁荣具
有重大意义。

江上青，原名江世侯。1911 年
农历四月出生于江苏江都。1927年
考入南通中学高中部，受刘瑞龙、顾
民元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当年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
道路。

1928 年夏，江上青转入扬州高
中，同年冬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1929年出狱后，改名江上青，就读于
上海“艺大”文学系，同年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
日寇侵略和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
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江上青义愤填
膺，饱含激情地写下长诗《前进曲》。
该诗在当年广为流传，起到了唤醒民
众，鼓舞抗日斗志的积极作用。

1937 年 7月，卢沟桥事变后，江
上青发表《卢沟晓月》，表达抗日救国
的激情。全国抗战爆发后，江上青等
人组织成立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
会流动宣传团”，从江都出发，溯江而
上，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动员民
众参加抗日工作。

1938年 8月，江上青遵照党的指
示到安徽，在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
下，参加了安徽省抗日民众动员委员

会的工作，在大别山区开展抗日宣传
工作。1938年 11月，皖东北地区被
日军占领后，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
长张劲夫等派遣江上青等一批共产
党员到皖东北开展工作，江上青担任
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
专员秘书兼保安副司令、第五游击区
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江上青等利用
合法身份，开展抗日宣传，培训抗日
干部，建立抗日武装等，并在秘密党
员中建立了中共皖六区专署特别支
部，江上青任特支书记。

1939年 3月，中共皖东北特委成
立，杨纯任特委书记，江上青为特委
委员。特委成立后，积极协助张爱萍
等推动形成皖东北国共合作、团结抗
战的局面。

1939 年夏，江上青遭到地主反
动武装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
年28岁。

2012年 4月，江上青陈列馆正式
对公众开放。作为扬州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陈列馆今年开展了“红色
基因传承教育”活动，以便周边中小
学生来此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用实际
行动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据新华社南京11月22日电）

新华社北京 11月 22日电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22日表示，中方
注意到美方日前对“301调查”报告进
行的更新，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报告
对中方进行新的无端指责，捕风捉
影，罔顾事实，中方完全不能接受。

近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更新
了对华“301调查”报告，对中国有关
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等方面进
行了新的指责。

高峰说，中方多次强调，美方开
展的所谓“301调查”以及相关的贸易
措施，是依据其国内法采取的单边主
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是把美国
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违背美
方自己对世贸组织所有成员作出的
承诺，是对世贸组织多边规则的无视
和破坏。

高峰表示，希望美方停止破坏双
边经贸关系的言行，采取建设性态

度，为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为全
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他还表示，目前中美双方工作团
队正在保持密切接触，推动落实两国
元首通话达成的共识。

针对美方日前公布的拟加强 14
项技术出口管制征求意见的通知，
高峰说，中方已注意到这一通知，并
正在对美方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评
估。

他表示，国家安全是在开放条件
下实现的。泛化安全概念，为正常的
国际贸易设置不必要的壁垒，不仅无
助于国家安全的实现，也不利于贸易
的扩大和平衡发展。希望美方采取
建设性举措，真正改善贸易环境，为
其优势产品扩大出口、减少贸易逆差
创造条件。中方将密切关注美方有
关立法情况，视情采取必要措施，维
护中方企业的合法权益。

陕西作为中国北斗
创新发源地，在支撑卫

星导航事业发展方面，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陕西还是我国航
空航天、机械电子等领域的重要科
研生产基地，北斗卫星的有效载荷
产品和主要的测运控服务就是由设
立在陕西的科研机构所提供，为北
斗系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未来，陕西还将积极开展国内
国际交流合作，扩大北斗导航系统
应用的新空间。陕西将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和金砖国
家遥感卫星星座合作，深化北斗应
用和空间信息国际合作及应用，共
享卫星导航发展成果，培育和引进
更多卫星导航领域的人才和企业。

（据新华社西安11月22日电）

习近平会见
哈萨克斯坦总理

美更新“301调查”报告罔顾事实

商务部：中方完全不接受

江上青:矢志不渝救亡图存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携手踏上开放合作共同发展的阳光大道
——习近平主席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文莱、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并

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纪实

亲望亲好 邻望邻好

巴布亚新几内亚，南太平洋岛国领
头羊，中国在南太地区的亲密伙伴；文莱、
菲律宾，同中国世代友好的南海邻居。

这次出访，是建交42年来，中国国
家元首首次访问巴新，也是时隔 13年
再次访问文莱、菲律宾。到访三国都
以隆重礼仪，表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欢
迎和祝福。

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姿多彩的“天
堂鸟之国”。

习近平主席抵达时，天色已晚。
来自巴新高山、海岸各部落的代表齐
聚机场，迎候中国贵宾。

习近平主席的到访，为巴新成功
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注入动力，以实际行动对太平洋岛国
给予有力支持。

议会大厦前广场，达达埃总督说，
巴新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习近平主
席此访是巴新多年来难得的盛事。

文莱，秀美安宁的“和平之邦”。
习近平主席用两次“第一位”讲述了

他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的不解之缘——
当年，习近平任福建省省长时接

待到访的第一位外国元首就是哈桑纳
尔；当选国家主席后，他接待的第一位
外国元首又是这位老朋友。

这一次，为迎接习近平主席来访，

同在巴新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的哈桑纳尔苏丹，提前结束
参会行程赶回国内进行准备。

碧海蓝天，椰影婆娑。习近平主
席车队前往王宫沿途，4000多名当地
中小学生列队欢迎，文莱王室成员、主
要官员等在王宫列队迎候。

菲律宾，繁花似锦的“千岛之国”。
杜特尔特总统上任以来3次访华，

同习近平主席6次会晤，两国元首建立
了互信和友谊。

习近平主席首次对菲律宾进行国
事访问，杜特尔特总统亲自敲定每一个
细节。总统府内，杜特尔特总统和菲方
陪同人员身着国服巴隆，以隆重热烈的
仪式迎接中国贵宾。两位元首从总统
府草坪一起步行到主楼举行会谈。仪
仗队礼兵高擎五星红旗全程随行。

“菲律宾人民的热情欢迎、特别是
孩子们欢快的笑容令人感动。”习近平
主席对杜特尔特总统表达感谢之情。
习近平主席还欣然提笔在贵宾簿上题
词：“祝中菲友谊万古长青”。

习近平主席此访，中国同巴新、文
莱、菲律宾三国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14年，习近平主席同奥尼尔总
理一致决定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
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次，两国领导人宣
布了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新定位。

这次访问文莱期间，习近平主
席同哈桑纳尔苏丹一致决定，将两
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做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文互通、
多边互助的好伙伴。

访菲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杜特尔
特总统达成共识，一致决定在相互尊
重、坦诚相待、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基
础上建立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访问文莱、菲律宾期间，习近平主
席指出，有关各方要持续推进海上合
作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通过友好
协商管控分歧，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
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永做好邻居、
好朋友、好伙伴。

以义为先 携手共进

访问巴新期间，习近平主席将 18
年前自己担任福建省省长时推动实施
福建援助巴新东高地省菌草、旱稻种

植技术示范项目的往事娓娓道来。
“我高兴地得知，这一项目持续运作

至今，发挥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
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的一段佳话。”

18年后，在习近平主席和奥尼尔
总理共同见证下，中国巴新签署了新
的菌草、旱稻技术项目协议。

随着中国巴新关系蒸蒸日上，越
来越多中国企业走进巴新，修建道路
和桥梁，建设电站、学校、医院，为这片
充满希望的热土注入活力，带来福祉。

11月 16 日，莫尔兹比港，不是节
日，胜似节日。两个项目、两场活动。

刚刚结束同达达埃总督的会见，
习近平主席便来到位于巴新议会大厦
前独立大道起点，出席中国援建道路
启用仪式。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说：

“中方愿同巴新方增进互信，扩大交
流，加强合作，共同规划建设繁荣之
路、开放之路、友谊之路。”

中午，习近平主席又来到位于莫尔
兹比港南部的中国—巴新友谊学校布
图卡学园，为这所中国援建的学校揭
牌。“人才是第一资源，我们援建布图卡
学园就是为了帮助贵国培养人才。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习近平主席一
席话阐明中国援助的真诚用心。

抵达马尼拉之后，习近平主席安
排的第一场活动便是前往菲律宾国
父、民族英雄黎刹纪念碑敬献花圈。

在同杜特尔特总统共见记者时，
习近平主席引用何塞·黎刹的名言，引
发了强烈共鸣：“如果不献身给一个伟
大的理想，生命就毫无意义。”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
合强调指出：“不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
度，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一员，永远
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同舟共济 大道至简

11 月 16 日，一场多边活动，世人
瞩目。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克里斯琴、萨摩
亚总理图伊拉埃帕、瓦努阿图总理萨尔
瓦伊、库克群岛总理普纳、汤加首相波
希瓦、纽埃总理塔拉吉等专程赶来。

4年前，习近平主席亲自倡议，在斐
济楠迪同 8个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举行首次集体会晤。那一次，各方一致
同意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

伴关系。这一次，老友新朋再聚一堂，
中国同岛国关系实现从战略伙伴关系
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飞跃。

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实
实在在合作新举措：2019年下半年共
同举办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
发展合作论坛，办好2019年中国—太平
洋岛国旅游年系列活动，向各岛国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携手推动《巴黎协定》
有效实施……岛国领导人纷纷感言：中
国是太平洋岛国实现发展愿景、增进人
民福祉、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伙伴。

当巴新提出承办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最早表示支持。
不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习近平主席
还亲自率团出席。

无论是国事访问、同建交太平洋
岛国领导人会晤，还是出席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一带一路”
都是高频词。

“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
平台，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
原则，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
展的阳光大道。”习近平主席宣示的中
国主张，得到积极回应。

今年6月，巴新成为太平洋岛国地
区第一个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建设
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文莱、菲律宾，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两份合作
文件，凸显它们对新丝路的新热望。
一份是中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谅解备忘录，另一份是中国文莱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访问期间，无论是国事访问还是
在双边、多边场合，许多国家领导人纷
纷对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
办表示祝贺。

开放合作、共同发展的时代大潮
不可阻挡，同舟共济、命运与共的时代
大潮不可阻挡。听了习近平主席阐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杜特尔特总统
对习近平主席说：“在处理国际事务
中，中国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据新
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上图：1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莫尔兹比港出席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奥尼尔和夫人为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
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成员经济
体领导人、代表及配偶举行的欢迎晚
宴。这是晚宴前集体合影。 新华社发

北斗卫星导航
加速赋能智慧生活 精确诱导 停车不再难

在陕西省文物局唐景
陵田野文物石刻保护试

点，当地管理部门利用北斗、
遥感等技术进行文物保护，对文物巡
查人员的巡查轨迹进行定位，在文物
周边安装了北斗终端，对野外文物进
行相应保护。同时采用卫星遥感技术
对唐景陵保护区内地表自然、人文活
动的情况进行动态监测，效率高且效
果更好。

基于北斗导航技术，智慧旅游平
台的建设及旅游专用北斗终端的研
制和推广应用也更加便捷。目前，该
系统以曲江文化旅游为主的智能导
航讲解系统已经落地实施，财神庙、
大唐芙蓉园等景区都已实现基于北
斗位置功能的自助导游、导览功能，
共计投入 3000台套北斗终端设备。

为给公众带来更加
便捷的停车体验，西安

已在一些站点试点北斗卫星
点位停车诱导系统，能够让车主在
查找停车位、停车缴费时更加快速
便捷。在停车站点使用北斗卫星点
位停车诱导系统通过给车辆安装电
子标签，能够详细了解车辆行驶轨
迹，通过停车中心的 APP 能够将最
近的车位显示出来，并且能够具体
到某个站点的泊位号，实现精确诱
导停车。

此外，西安还与阿里云合作“城
市交通大脑”，完成西安城市的大数
据建设。“城市交通大脑”是以时空基
准系统为依托的城市交通人工智能
系统，将对未来西安的交通缓堵、道
路规划提供有力的决策辅助。

景区实现自助导游 精确停车有“妙招” 导航应用大有可为

参观者在第二十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参观展出的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模型（2017年6月9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