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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圣多明各11月8日电 江山、

史奎吉报道：执行“和谐使命-2018”任
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8日圆
满结束对多米尼加的友好访问和医疗服
务，前往下一站厄瓜多尔。多军政官员，
当地民众，中国驻多使馆临时代办张步
新率使馆工作人员、华侨华人和中资机
构代表等在码头送别。

访多期间，和平方舟通过灵活机动
调整医务力量、延长主平台工作时间等
措施，全力满足患者就诊需求，累计完成
诊疗 3417 人次，CT、DR 等辅助检查

2370人次，收治住院 24人，实施手术 23
例。和平方舟的医疗专家还赴多医院与
多方医务人员开展疑难病例讨论和联合
诊疗，分享临床经验，并在医院船上与多
自然医学会针灸师开展中医学术交流和
技术展示活动。

多当地媒体高度关注和平方舟首次
到访，先后有5批93名记者登船采访。多
电视台、报纸、广播、网站等纷纷在重要时
段、重要版面予以充分报道。报道称，多米
尼加患者对和平方舟的诊疗服务十分满
意，希望和平方舟再次到访。

和平方舟医院船结束访问多米尼加

造型“科幻”
上图：11月 8日，第十二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第

三天，观众在航空航天馆内展出

的彩虹-7高空长航时隐身无人

战机系统前参观拍照。

有关机构预测，未来十年，全

球无人机系统领域产值年均增速

将保持 20%以上，产值累计将超

过4000亿美元。从全球发展来

看，军事应用领域依然是无人机

系统的需求重心。

本报记者 王卫东摄

战机“心脏”
左图：观众在本届航展中国

航空发动机集团的展台参观。

本届航展有4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700多家展商参展，展示

了世界航空航天业前沿发展水

平。 新华社发

11月 8日，深圳莲花山下，“大潮起
珠江——广东改革开放 40周年展览”正
式向公众开放，展览全景展示了广东改
革开放40年的峥嵘岁月。

从南粤边陲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快
速崛起为 20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
都市，深圳经济特区的飞跃发展，创造
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史上的
奇迹。

在深圳市委大院大门口，安放着一
座“拓荒牛”青铜雕塑。在这座象征着
特区精神的塑像背后，承载着共和国军
人的贡献。

1979年春天，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
要开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
年 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肩负
起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历史重任。

初创时期的深圳，基础建设几乎为
零。1979年 9月，解放军基建工程兵近
两千人组成先遣团开赴深圳，拉开了特
区建设的帷幕。

65岁的摄影师周顺斌曾经是基建
工程兵先遣团的宣传干事，他用手中的

相机记录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时的深圳萧条落后，一眼望到

头，到处是荒草滩和鱼塘。人们住的是
茅草屋，走的是沙土路。”周顺斌说，部
队进入深圳第一天，就在地上挖坑支
锅，自己开荒，用毛竹搭起竹棚，一住就
是好几年……

艰苦条件下，年轻的共和国军人如
拓荒牛一样，在贫瘠的大地上开垦出了
“美丽的春天”。

从深圳第一栋高楼——深圳电子
大厦开始，子弟兵建起了高层、超高层
建筑上千栋，参加了福田中心区、深圳
机场、盐田港码头等众多项目的施工，
完成了北环大道、滨河大道、深圳体育
馆、深圳市人民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

1983年 9月，建设深圳的基建工程
兵部队集体转业，输送到全市各单位的
8000多名官兵，成为正处于起步阶段的
深圳特区各条战线的骨干人才。

从“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起
步，一批批像子弟兵这样的“拓荒牛”把
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建设成了华南

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技术创新能力、国际
竞争力最强的现代化大都市。从 2008
年开始，深圳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就开
始雄踞全国第一。2017年，深圳地区生
产总值超过广州晋级全国城市第四位。

作为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的试验田、
先行地、排头兵，深圳的沧桑巨变见证
着改革开放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国庆期间，深圳市福田中心区大型
灯光夜景秀刷爆各大社交媒体。在深
圳工作生活了 20多年的福建籍退伍老
兵郑旺德特意从几十公里外的龙岗区
赶来一睹盛景。当《我爱你中国》的旋
律伴随着璀璨的灯光响起，郑旺德热泪
盈眶。

开放、包容，是深圳这座崇尚奋斗
的城市的非凡品格。

2010 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30 周
年之际，深圳曾发起“深圳十大观念”的
评选，“来了，就是深圳人”“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与“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敢
为天下先”等口号一起入选，而排名第
一的则是早已叫响全国的“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

当年矗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
是生命”巨型标语牌的蛇口工业区，如
今已成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蛇
口片区的一部分。

矗立在海边的“前海石”，见证了一
张白纸画出最美最好图画的历程。“敢
闯敢试是前海的魂，改革创新是前海的
根，深港合作是前海的本。”前海管理局
副局长王锦侠告诉记者，前海已累计推
出制度创新成果 364项，许多已在全国
推广。

开阔的珠江口风平浪静，浩渺的伶
仃洋舟车纵横。

随着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广深港
高铁全线投入运营，愈发便捷、畅通的
交通基础设施，正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
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珠江两岸，南海之滨，新一轮改革
开放、创新发展的大潮正扑面而来！

深圳：“拓荒牛”犁出“美丽春天”
■新华社记者 樊永强 程 瑞 本报记者 吕德胜

据新华社莫斯科11月7日电 俄
罗斯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近日表示，俄
罗斯未来的月球基地将主要通过机器人
系统管理。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 6日援引罗戈津
的话说，俄罗斯计划在月球建立一个长
期基地，这里可定期接待访问，不需要人
员长期驻扎。该基地的日常运行主要通

过遥控机器人系统来管理，并通过机器
人在月球表面执行任务。

今年 3月，俄航天集团宣布，计划两
年内发射“月球 25号”探测器，重启俄罗
斯中止了40余年的月球探测计划。

罗戈津表示，俄罗斯的月球探测计
划将比上世纪美国的探月计划更加宏大
且更具开发价值。

俄计划用机器人系统管理未来月球基地

据新华社广州11月7日电 （记
者胡喆、荆淮侨）7日正在广东珠海举
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
会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首次携新一代
运载火箭家族集体亮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宇航部副部
长马志滨介绍，“此次航展，中国航天第
一次对外展示了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
多款新型火箭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自 2015 年起，新一代运载火箭长
征六号、长征十一号、长征七号、长征五
号先后成功首飞，提升了我国自主、快
速进入空间的能力，未来通过长征七号
甲、长征八号、长征九号等新一代运载
火箭的研制完成，中国的运载火箭将实
现整体更新换代。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了
解到，长征五号乙运载火箭是以发射
空间站舱段任务为目标进行设计的
大型近地轨道液体运载火箭，该型火
箭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为基础进行

改进研制，充分继承长征五号运载火
箭研制基础和经验，并进一步提高可
靠性设计。

长征九号运载火箭为执行未来载
人月球探测、深空探测等任务研制，
是我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一型火
箭。重型运载火箭综合性能指标达
到国际运载火箭的先进水平，研制成
功后，可以满足未来较长时期国内深
空探测、载人月球探测等国家重大科
技活动的任务需求，确保我国在 2030
年前运载火箭技术迈入世界一流梯
队。任务规划预计将于 2028 年前后
实现首飞。

长征十一号是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
中唯一一型固体型号，火箭发射周期为
24小时，可快速完成低轨道、太阳同步轨
道等轨道的发射任务。具有构型简单、
快速简易发射等特点，主要用于1000公
里以下太阳同步轨道和近地轨道中小型
航天器的单星和多星组合发射。

我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亮相中国航展

应空军邀请，香港、澳门特区青
年代表 60 余人组成的港澳青年代表
观摩团 7 日至 8 日赴广东珠海，观摩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在航展现场共同见证人民空军辉煌
成就。

港澳青年代表观摩团由香港青
少年军总会等 10 余个青少年制服团
体的青年代表、澳门“千人计划”青年
代表和部分在广东高校就读的港澳
学生组成。

这次活动由国务院港澳办和空军
共同组织。这是继空军长春航空开放
活动邀请港澳青少年参观之后，再度邀
请港澳青少年感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富国强军取得的成就，加强港澳年轻人
与内地的交流。
“感谢港澳办的大力支持，让我们

澳门青年有机会来感受内地的军事发

展。与从电视上的了解相比，这样的亲
身感受更能让我们真正了解军人的刻
苦和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他们是真正的
英雄。”代表团成员、来自澳门的林锦聪
说。

殷嘉樱是就读于暨南大学新闻传
媒专业的一名香港学生。在她看来，在
内地上学，的确能对祖国的国情有更多
了解。比起向香港的同学描述这里的
一切，她还是建议他们能来到内地亲身
体验。

澳门“千人计划”青年代表、来自澳
门大学的王衡锵说，随着近年来澳门与
内地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化，自己亲眼目
睹了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这次观看
了代表空军发展水平的多型主战飞机
进行的精彩表演，我再次感受到人民空
军取得的辉煌成就。”

（本报珠海11月8日电）

见证人民空军辉煌成就
——记港澳青年代表观摩第十二届中国航展

■本报记者 彭 况 李建文

40万亿美元！
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法新社、共同社等多家海外媒体
敏锐地关注到这个不同寻常的数字。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5日在
进博会开幕式上首次宣布的，预示未来
15年中国的进口额。

数字的意义在于比较。有外媒算
了一笔账：这个数字相当于去年全球国
内生产总值的近一半，约为最大经济体
美国经济总量的两倍。
“大！”欧盟委员会委员安德柳凯蒂

斯在进博会上这样回答记者关于中国
市场特点的提问，“想想看，13亿多人
不断增长的购买力！”这位欧盟主管卫
生与食品安全的最高官员翻开双手，用
力向下一顿，一脸兴奋。

30万平方米面积，40万中外客商，
这样的人气与活力令远道而来的各国
商家惊叹不已。
“不出十年，中国就将从目前的第

15位变为全球第一大咖啡消费国，”谈
到中国市场，巴西一家高档咖啡生产商
营销经理何塞眼里闪着光，急切地想把
产品介绍给记者。他说，以往巴西咖啡
运到中国，中间要经过约 10个链条，而
进博会提供了绝好机会，中间成本有望
大大缩减。中国市场“超大！美妙！”何
塞的语气很像发现了金矿。

人工智能、“会飞”的汽车、智慧城
市解决方案……展厅里“吸睛”的酷炫
科技表明，中国市场里，消费升级与产
业升级在同步发生。

除了对更好产品的渴望，中国市场
对服务的需求也在加速上升。在 15年

40 万亿美元的进口额预估中，服务贸
易占四分之一。

中国商务部发布最新报告称，2017
年中国服务进口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时增长了 11倍，全球占比从 2.6％提升
到 9％，位列全球第二位。过去 5年来，
中国服务进口对全球服务进口增长的
贡献率达 25.8％，是推动全球服务进口
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中国服务进口将
为全球增长提供新的“中国动力”，为世
界繁荣带来新的“中国机遇”。

据中金公司预计，中国有望在2022
年前后成为全球第一大进口国，中国需
求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

个小池塘。”习主席这个生动的比喻引
起广泛国际回响。美联社、英国《金融
时报》等各大媒体纷纷引用。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不虚不盈，万
川归之。抗风险力强，市场容量巨大。
中国经济对全球化的世界具有磁石效
应，也呼唤着新的联通。

中国是个善于建桥的国家，这次进
博会让人想到“三座桥”，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总裁拉加德在进博会上发表的讲
话备受点赞。
“通往世界之桥”“通往繁荣之桥”“通

往未来之桥”——这位重量级国际组织
负责人的巧喻很有深意。40年改革开
放，中国成就了自己，也改变了全球经济。

站在上海外滩，一边是历经百余年
风雨的西式建筑，一边是短短 20多年
崛起的东方财富，历史与现实在这里相
遇。尽管耀目的霓虹灯已驱走黄浦江
两岸的夜色，但中国毫无疑问仍处于发
展爬坡阶段。繁华的外滩浦东固然是
中国发展的明证，在更广袤的土地上，
中国的发展和扶贫事业还是进行时。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一年半前，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说，“我们期待架设
各国民间交往的桥梁，为人民创造更美
好的生活。”

发展不忘伙伴。作为世界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次进博会上尤其
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对接。涵盖大量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
路”沿线上，有 50多个国家参展。全球
44个最不发达国家，也有 30多个获邀
前来。每个远道而来的海外客人，都受
到真诚欢迎和热情接待。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做大

增量，而不是划分存量。进博会这样的
国际贸易新举措，像一座巨大的“虹
桥”，使世界进一步互联互通。
“历史表明，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

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
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
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2017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将
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世界惊叹：这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
一大创举！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
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的时候，中国
挺身而出，坚决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
易体制，以实际行动回答了全球贸易和
世界经济往何处去的疑问。

同样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和企业
也以实际行动作出了有力的呼应：赴东
方之约，享贸易盛宴！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中国已经开
启“世界工厂＋全球市场”模式。进博
会是中国为国际贸易发展史贡献的一
大创举，更是在新时代为世界提供的又
一项创新型全球公共产品，对中国、对
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

结世界良缘，计天下红利。中国搭
台，全球唱戏，利益纽带使世界命运相
连。互利共赢、共享未来的全球梦将顺
应历史大潮，不断前行。
（据新华社上海11月8日电 记

者姜微、刘丽娜、谢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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