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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5月 16日电 5 月 15
日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召开领导
班子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对在港两院院士来信的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如何更好更快推动中央支持香港发
展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有关精神及配套政
策在港落地落实，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
社会各界将发展创科事业的强烈共识转
化为具体行动。

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主持会议，
中科院院士、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以《国
家科技发展新形势与香港创科发展新机
遇》为题作专题报告。外交部驻港特派
员公署特派员谢锋和中央主要驻港中资
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内涵深刻、催人奋进，既是对香港科技
基础和香港爱国爱港科技人才为国家与
香港发展所作贡献的肯定，也是对香港
科技力量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中重要作用的肯定，
更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香港科技界的重视与关怀，使香港科
技界和广大香港同胞受到极大鼓舞。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香港发展一直牵动着
我的心”的又一生动体现，对我们在“一
国两制”下做好支持香港创科发展工作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17年 6月，24名在港两院院士联

名致信习近平总书记，表达了报效祖国
的迫切愿望和发展创新科技的巨大热
情，并反映香港学术界最为迫切的、希望
国家科研经费能过境香港及科研仪器设
备入内地免关税等诉求。习近平总书记
对此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并迅速部
署相关工作。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中央惠港科技政策，在香港各界引起
了热烈反响，香港媒体形容为“重大突
破”“历史性突破”，香港创科事业将迎来
大发展的春天。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创科工作在
国家发展战略和“一国两制”事业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充分认识习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对香港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重大
战略机遇和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创
新发展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三步走”的战
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创新发表
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科技是
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
从香港实际来看，要实现香港经济更好
发展和民生改善，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必须发展创新科技。在港推动创新

科技发展将为香港带来新的产业发展机
遇，由创科发展带动创科产业，进而提升
传统优势，激发经济活力，为香港更好更
快发展提供新路向、新动力、新空间。同
时，还将给香港青年提供更多向上流动
的机会，为他们带来新的目标和发展方
向，带来新的希望和更多更好的选择。

会议指出，坚守“一国”之本、善用
“两制”之利，推动香港创科发展是香港
“一国两制”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
总书记去年“七一”视察香港重要讲话中
对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提出了“四个
始终”的重要论述，强调“始终聚焦发展
这个第一要务，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香
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
的金钥匙”。香港依靠祖国、面向世界，
有许多有利发展条件和独特竞争优势，
特别是这些年国家的快速发展为香港发
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和广阔空
间。香港的科研基础，高校的研发实力、
国家两院院士和外籍院士等高端人才的
密度以及科研工作国际化水平，都在我
国处于领先行列。因此，发挥香港所长、
服务国家所需，努力推动香港创科发展，
将有利于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加快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在国家科技强
国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进而推动和支

持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增强香港
同胞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会议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香港创科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央驻港机
构工作的重要任务。香港科技界是国家
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香港科技工作是
国家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在港两院院士来信反映的国家科研项目
经费过境香港使用、科研仪器设备入境
关税优惠等问题已基本解决，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已对香港 16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香港）伙伴实验室直接给予支持，并
在试点基础上，对国家科技计划直接资
助港澳科研活动作出总体制度安排，出
台了关于鼓励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
中央财政科技工作（专项、基金等）组织
实施的若干规定（试行）等惠港科技政
策。下一步，中央驻港机构要以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积极协助特区政
府用好这些政策红利，将香港社会各界
对促进创科发展的强烈共识转化为有力
的社会行动，支持香港科研人员深入参
与国家科技计划，有序扩大和深化内地
与香港的科技合作，推动香港在参与国
家科技强国建设中共担民族复兴历史责
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荣光。

香港中联办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李克强 16 日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
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决定在全国推开外资企业设立商务备案与
工商登记“一口办理”；确定进一步降低实
体经济物流成本的措施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
赵博、刘欢）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16日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台独”
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只会给台湾同
胞带来灾难。我们说过，凡走过必留痕
迹。“台独”分子不要以为说过的话、做
过的事可以船过水无痕。

新华社记者提问，日前有大陆媒体
刊文建议发布“台独”分子名单，依法予以
惩戒，对其中表现极其恶劣的还要进行全
球通缉。据悉大陆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
手收集这样一份名单，请问是否属实？

安峰山在答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还
表示，两岸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
势。任何执迷不悟、顽固的“台独”分子，
都必将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

有记者问，发言人曾表示，如果“台
独”势力继续恣意妄为，大陆将进一步
采取行动。最近，解放军空军实施了双
向绕飞台岛巡航，实现了绕岛巡航模式
的新突破，这是否属此前所说的“进一
步行动”之一？

安峰山答问表示，解放军军演和空
军绕岛飞行，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晰明确，
就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所做
出的强烈警告，展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我们有坚定的
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任何形式的“台
独”分裂活动。“台独”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他应询表示，1949年以来，虽然海峡
两岸尚未统一，但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
个中国这个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
变。从2008年到2016年的这八年期间，
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实现了和
平发展。这些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而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破坏了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放任纵容“去中国
化”和“渐进台独”活动，同时阻挠和干扰

两岸交流合作，制造两岸对立，破坏了两
岸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和成果，损
害了两岸同胞利益，致使两岸关系出现
倒退。赖清德的“台独”言论进一步对台
海和平稳定进行公然挑衅，所以当前两
岸关系倒退的责任完全是在台湾当局。

安峰山还答问指出，台湾方面如果
挟洋自重，采取“以武拒统”方式和大陆对
抗，在两岸综合实力对比日益悬殊的情况
下，实际上对台湾方面是非常不利的。

在回答香港媒体提问时，安峰山表
示，“台独”势力和一些“港独”势力相互勾
连、沆瀣一气，公然鼓吹所谓“独立建国”，
有的甚至还讲出要“武力抗中”，妄图危害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同胞切身利
益。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
逞的。此举等于是撕下了披在自己身上
的“自由、民主、人权”外衣，暴露出他们分
裂国家和损害民族利益的本来面目。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
者刘欢、赵博）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16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任何
挑拨和制造两岸同胞对立的图谋，都是
不可能得逞的。拿两岸同胞的亲情福
祉做政治文章，也是不得人心的。

安峰山说，日久见人心，大陆这些年
的发展进步，和我们一直以来推出的有
利于两岸同胞的政策措施，让越来越多
的台湾民众感受到了我们对台湾同胞的
真情实意，也感受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和两岸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是对台湾老
百姓有好处的。大陆的发展进步，对台
湾来说是机遇，不是威胁，更不是挑战。
而真正对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造成威
胁和挑战的，是“台独”分裂活动。

安峰山表示，随着两岸关系的发
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明白这些
道理，跟大陆同胞一道，共同推进两岸
的交流合作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国台办警告“台独”分子

凡走过必留痕迹

走进浙江上虞丰惠镇小庙弄 6
号，抬眼就能看到一幢典型的明清庭
院式建筑，俗称“王家台门”，坐南朝
北，青砖墙，石库门，这里就是英烈
王一飞的故居。

王一飞，1898 年 11 月 17 日出生。
1910 年，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
堂。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他前
往上海探索革命真理，开始了革命的
历程。

1921 年，王一飞被派往苏联，在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旅莫支部负责人。 1924 年 6
月，王一飞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
共产国际 （少共国际） 第四次代表大

会。同年 7月，他以中共列席代表的
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
第五次代表大会。

因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
1925年初夏，王一飞根据党的指示回
到祖国，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不久
又被任命为上海区委书记，负责上海
和浙江两省的党务工作。在上海工作
期间，王一飞与陆缀雯结婚。他常对
妻子说：“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
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
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亦不愿！”

北伐战争期间，当北伐军进入江
西战场与军阀孙传芳部激战时，王一
飞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军事特
派员的身份赴江西前线视察，加强与
北伐军苏联总顾问加仑将军的联络，
多次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反映江西
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就北伐军继
续进军的方针和部署，提出切实可行
的建议。

1927 年 1 月，王一飞回到上海
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紧张地投身
于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
备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
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上海处
于白色恐怖之中。

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
抓军事工作，并以中央军委代表的身

份参加了八七会议，会后被派往鄂北
指导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虽然这次
暴动未能实现，但他在鄂北播下了革
命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后来鄂
北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0月中旬，党中央派王一飞和罗
亦农前往长沙，负责改组中共湖南省
委，并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
记。根据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决定举
行长沙暴动，由王一飞任总指挥。曾
与王一飞在一起工作的刘英回忆：“在
准备长沙暴动的日子里，一飞同志亲
自积极组织联系，到处奔忙，辛苦万
分，但他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并经
常不断地鼓励我们。”

12月 10日，长沙暴动的枪声打响
了。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暴动
未能成功。长沙暴动失败后，白色恐
怖再次笼罩长沙城。反动当局疯狂地
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8 年 1
月 11日，由于叛徒告密，王一飞不幸
被捕。

1月 18 日，王一飞高呼“中国共
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的口号
英勇就义。王一飞牺牲后，没有留下
任何财产，只给妻子留下两人合拍的
照片和两人往来的51封书信。
（新华社杭州5月16日电 记者

唐弢）

不为时代之落伍者—王一飞

王一飞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
刘诗平）高温天气席卷我国多地，中央气
象台持续发布预警：继5月15日华东部分
省市、重庆、海南中北部出现35℃以上高
温，16日这些地区继续出现高温。与此同
时，江汉、华南东部等地也加入高温战场。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 3天，江汉、
江南中东部及华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
35℃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
达37℃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浙江、福建、重庆等地
民众防范高温影响，做好防暑准备。

记者了解到，江苏南部、上海、浙江、
福建中部、江西中北部等地 15 日出现
35℃以上高温，16日高温天气依然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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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孔
祥鑫、吉宁）记者 16日从北京市住建委
举办的建筑施工起重机械观摩培训活
动上获悉，北京新机场将确保按要求实
现 2018 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2019
年 9月底满足通航条件。

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北京新机场工程建设总体进度在计
划范围之内，航站楼工程已完成封顶封
围，正在进行内部精装修及机电设备安
装；市政配套工程完成90%，出场高架桥
结构已全线贯通；口岸工程完成18%，空

管西塔台工程完成 35%，供油工程完成
30%，东航基地完成30%，南航基地完成
30%，飞行区工程土方施工已完成92%，
信息中心大楼建设工程正在稳步推进，
各信息系统建设已全面展开。

据介绍，北京新机场启用后，旅客
从中心区到最远登机口约 600 米，步
行不超过 8分钟。行李系统采用创新
式设计，出港行李到近机位的平均距
离约 230 米；进港行李平均运送距离
为 550 米，首件进港行李可在 13 分钟
内到达。

北京新机场将于明年9月底满足通航条件

本报成都5月16日电 易开红、

记者李建文报道：5月 14日四川航空公
司 3U8633航班因机械故障备降成都双
流机场。这一过程中，西部战区空军作
战指挥控制中心在第一时间发现险情，
提供了高效安全的空管保障。指控中
心战勤人员 16日接受记者采访，回顾
了惊险一幕。
“7时 08分发现偏航，7时 10分发现

了机械故障代码告警。”西部战区空军作
战指挥控制中心值班参谋关健克说，他
们发现异常空情，立即启动处置程序。
空军雷达某旅随即接到指控中心指令，
增开雷达，严密跟踪监视航班实时动
态，精测密报航班高度等信息。7时 12
分，雷达显示飞机左转下降高度至海拔
7200 米。7 时 15 分，指控中心接到通
报：3U8633风挡玻璃脱落，需紧急备降

成都双流机场。指控中心航空管制值
班员辛鑫，成了备降过程的“空中交
警”。而此时，附近的空军某机场上，10
多架战机中止起飞程序，在地面待命。
7时 17分，空域释放完毕。7时 20分，辛
鑫再次接到民航西南空管局的消息，与
3U8633 取得了间歇性联系。此时，双
流机场已做好备降准备。7时 42分，指
控中心接到好消息：3U8633成功备降！

驾驶 3U8633航班成功备降的机长
刘传健，曾是空军飞行教员。军事飞行
生涯锤炼了他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力
挽狂澜的过硬本领。
“这次为了川航航班安全备降，30

多分钟内为故障飞机提供了高效安全
的空管保障，提供了最好的空中通道，
确保飞机在最短时间成功着陆。”西部
战区空军参谋部领导说。

空军为川航航班安全备降提供保障

5月 16日，

由中船重工武船

集团自主研制设

计 和 建 造 的

13000吨甲板运

输船在江苏南通

举 行 交 付 仪 式

（无人机拍摄）。

这是国内首艘纯

国产的甲板运输

船。

新华社记者

王斯班摄

据新华社天津5月16日电 （记
者张建新）近日，天津大学海洋技术装
备团队研制的长航程“海燕”水下滑翔
机在南海北部安全回收，再次创造国产
水下滑翔机连续工作时间最长、测量剖
面最多、续航里程最远等新纪录。

这也是继“海燕”万米级水下滑翔机
今年4月在马里亚纳海沟附近海域深潜
至8213米，创造水下滑翔机工作深度的
世界纪录后，再次取得技术突破，将我国

水下滑翔机的观测能力提升到近四个月。
据介绍，“海燕”水下滑翔机是一款

由天津大学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无人潜航器，基于浮力驱动和
螺旋桨推进相结合实现混合驱动，可长
时间连续在大范围海域测量海水温度、
盐度、海流、海洋背景噪声等物理参数，
以及海洋微结构特征和特殊声源信息
等，在海洋环境探测、探索追踪海洋突
发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海燕”再创国产水下滑翔机续航能力新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