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4月27日至28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印度总理莫迪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非正
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
长时间沟通，坦诚交流，就中印关系及共
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全面深入交换意
见，达成广泛共识。

此间专家认为，此次会晤掀开了中印
关系新的篇章，有助于引领两国关系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
发展， 加强双方在多边舞台的协调沟通，
推动建立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增进战略互信
开创中印高层交往新模式

两天时间、六场活动，两位领导人通
过参观精品文物展、散步交流、一对一
会谈等形式，就国际格局和中印关系中
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

据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介绍，会晤
中，双方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开诚
布公、推心置腹的交流，谈话时长和深
度超过以往，进一步加深了两位领导人
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创造了中印高层交

往的新模式，是高层交往的升级版。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关系要稳定、

要发展，基础是互信。要从战略上把握中
印关系，不断增进彼此了解和信任，推动
两国各界和两国人民加深相互理解、培
育友好感情。

两国领导人同意，中印要不断增进
互信，发扬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优良传统，走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
两个伟大邻邦友好合作的大道。

自2014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莫迪
总理已有十余次会面。“两国领导人会晤
的频度、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印关系
发展史上实属罕见。这体现了两国高层
对推动中印关系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强
烈愿望。”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
部主任钱峰说。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全方位合作

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同意，中印要推
进全方位合作，包括加强政治、安全等
领域对话，充分挖掘经贸、投资合作潜
力，大力促进人员往来等。

专家表示，中印两国有超过26亿人
口的大市场，经贸合作有天时地利人和
的优势，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
信息技术、互联网、文化旅游、医疗健康
等众多领域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印方也正在绘制2022年‘新印度’蓝
图、十五年发展规划等一系列发展战略
和行动计划。两国在发展战略上有很多
契合的地方，完全有理由构建更加紧密
的发展伙伴关系。”钱峰说。

在人文交流领域，双方同意建立某
种形式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大力促
进人员往来， 形成中印文化交流新高
潮。

专家认为，双方同意建立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 是此次会晤的一大亮点。
“人文交流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
了解和友谊，减少相互猜疑，夯实民意基
础。”钱峰说。

加强多边舞台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10亿以上人口级别的新兴市场经济
体，中印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都是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中
坚力量。一个良好的中印关系是维护世
界稳定的重要积极因素，对促进全人类
的发展进步意义重大。

会晤中，中印领导人同意，两国要推
动更积极的国际和区域合作，包括共同
应对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气候变化、
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带动地区经济
发展，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多
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等。

“从上海合作组织到金砖国家，从二
十国集团到东亚峰会，中印两国在多边
场合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开展务实合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国际政
治经济秩序朝更民主和合理的方向发
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
所所长胡仕胜说。

“这次会晤中，中印发出进一步加强
国际和区域合作的响亮声音，对于推动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共
同打造稳定、发展、繁荣的21世纪亚洲
有着重要意义。”钱峰说。

（据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针对美日前发布关
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特别301报告》，商务部条法司
负责人28日回应表示，美方罔顾客观事实，继续将
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中方对此表示反对。

条法司负责人说，已经注意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4月27日发布的《特别301报告》。长期以来，美方单
方面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状况进行评判和指责，缺
乏客观标准和公正性，受到有关国家的普遍反对。

该负责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认真履行中美双边
承诺，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善意地评价包括中国在
内的外国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
成效。

商务部回应美发布《特别301报告》：

美罔顾客观事实，
中方表示反对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就促进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深度融合发展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升
医疗卫生现代化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提
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
生健康需求。要突出包容审慎、鼓励创新的政策导向，鼓励医
疗机构运用“互联网+”优化现有医疗服务，“做优存量”；推动
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深度融合，“做大增量”，丰富服务供给。

《意见》提出了促进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深度融合发展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从发展
“互联网+”医疗服务，创新“互联网+”公共卫生服务，优化“互联
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完善“互联网+”药品供应保障服务，推
进“互联网+”医疗保障结算服务，加强“互联网+”医学教育和科
普服务，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等七个方面，推动互
联网与医疗健康服务融合发展。二是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
支撑体系。加快实现医疗健康信息互通共享，健全“互联网+医
疗健康”标准体系，提高医院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提升医疗机
构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及时制订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三是加强行
业监管和安全保障。强化医疗质量监管，保障数据安全。

国办印发《意见》

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谭克扬
通讯员 肖波 甘俊龙 曾敏

连日来，具有“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
一” 美誉的港珠澳大桥进入各系统联调
联试阶段。每当夜幕降临，大桥照明智能
控制系统开启， 那绚丽多彩的智能灯光
照射在长达55公里的海面大桥、 海底隧
道内及人工岛上， 让人感觉既像一条彩
色巨龙挥舞在伶仃洋上， 又仿佛九天仙
境降临人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由
“电化湘军”劲旅（驻湘央企）中国铁建电
气化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港
珠澳大桥照明、通信、监控、收费、供配电、
给排水、消防、综合管线等12个智能控制
系统已全部建成， 为大桥正式通车奠定
了关键性的指挥控制和安全保障基础。

港珠澳大桥，是当今世界最长的跨
海大桥。 它作为我国建设史上里程最
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
梁项目，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该大桥
的建成，对于连接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
区域，促进我国香港、澳门、珠海三地经
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这一重大工程于2009年12月正式动
工建设， 预计今年内完全建成通车后，
从香港到珠海的车程只需半小时，粤港
澳三地将紧密连接在一起。在大桥土建
工程基本完成的基础上，中铁建电气化
局四公司以精良的技术优势和雄厚的
人才实力，于2014年3月通过激烈竞标，
一举中标承担港珠澳大桥12个智能控
制系统建设项目。

要论港珠澳大桥的大美和神奇，
可说是无与伦比。 除了其优美而极富
特色的造型外， 主要是因其照明、通
信、监控、给排水等12个智能控制系统
的高超设计和高水平建设， 使得大桥
变得更富智慧和灵动， 全桥各个运行
环节均实现了现代化、 智能化、 自动

化。为此，承建方调集近1000名精兵良
将， 全力组织对其进行精心设计和施
工攻关。由于大桥是一个“巨型整体系
统”，不仅各智能控制系统之间相互交
织、穿插，内部和外部接口繁多，还与
土建工程、 三地口岸等各种控制指挥
系统相互影响， 每一个细节都是牵一
发动全身。为确保万无一失，公司项目
部大力创新，高起点拿出设计图纸，对
12个智能控制系统逐一进行工程化攻
关， 其难度堪称交通工程建设史上的
“珠穆朗玛峰登顶”。 他们将在高铁建

设中积累的智能控制系统设计施工丰
富经验和先进技术，大胆、巧妙、创新
性地应用到该项目建设上， 使许多高
铁智能控制集成技术与港珠澳大桥的
智能控制系统技术实现完美融合。该
公司董事长谢文艺介绍说：“我们在这
个重大项目中， 先后攻克关键技术难
题150多个， 提出优化方案50多个，设
计图纸和优化工程方案垒起来达5层
楼高。”公司项目部于去年荣获“全国
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同时， 他们在建设中首次采用当今

国际上最先进的工程施工管理标准BIM
系统，对项目施工进行全程监管。通过三
维显示， 随时查看施工进度， 并对长达
3000多公里的线缆、20000多公里的光
缆、1280个智能路灯等进行标注管理，实
现实时数据更新， 确保整个项目建设稳
妥推进。近来，中铁建电气化局四公司项
目部已对大桥通车智能识别与收费系统
进行多达1110次车辆通行反复测试，平
均识别时间从500毫秒提高到目前的337
毫秒， 实现了我国内地与港澳两种收费
制式的完美兼容，这在全世界尚属首次。

让港珠澳大桥更美更神奇
———“电化湘军”承建的大桥照明通信监控等12个智能控制系统全部建成

� � � �图为港珠澳大桥上的“中国结” 造型桥塔（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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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苏
原平 ） 中国击剑协会秘书长肖爱
华、原国家击剑队总教练文国刚一
行今天来到长沙市雅礼梅溪湖中
学、黎郡小学，调研长沙市击剑运
动体教结合新模式及击剑进校园
情况。

作为最受欢迎的奥运项目之
一，击剑运动在全世界有着广泛的

群众基础。目前，长沙市近5000人
参与击剑运动，参加击剑业余训练
的中小学生越来越多。长沙市体育
局通过体教结合推广青少年击剑
运动，即体育相关部门、体育俱乐
部和学校合作， 共同培养孩子、发
展运动、发现人才。

肖爱华一行实地查看两所学校
的击剑馆，饶有兴趣地观看学校击剑

队的表演， 观摩了击剑队员的训练。
肖爱华对长沙市体教结合模式充分
认可， 鼓励更多的孩子参加击剑运
动，为中国击剑提供更多后备人才。

长沙市政协副主席、 市体育局
局长李平表示：“我们推出‘体教结合
新模式，击剑运动进校园’活动，让击
剑运动得到更广泛的普及，让更多孩
子能享受到击剑运动的快乐。”

中国击剑协会长沙调研体教结合新模式

� � �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蔡
矜宜） 今天，“援马达加斯加体育教
练技术援助项目” 欢迎仪式在湖南
训练基地湖南理工学院举行，60名
马方运动员将在湘展开120天集训。

此次体育援助项目，是为了帮
助马达加斯加国家运动队提升在

国际综合性及单项赛事运动成绩，
提高体育运动水平。2018年3月至9
月间，马方运动员及教练员来华训
练前， 中方派遣不超过8名教练和
翻译赴马执教34天； 马方5个运动
队不超过99人来华训练120天；每
年马方运动员来华训练期间，马青

体部不超过10名体育技术官员及
记者来华考察10天；同时配套提供
部分体育训练器材等。

马达加斯加位于印度洋西部，本
次体育援助项目是两国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效配
合“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重要举措。

马达加斯加体育援助项目在湘启动

� � � �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颜
石敦 通讯员 刘从武 赵一璐）4月
28日，第二届中国莽山山地自行车
挑战赛在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
举行， 吸引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
380多名自行车爱好者参加， 年龄
最大的55岁、最小的18岁。

这届山地自行车挑战赛由宜章

县政府、 郴州市文体广新局主办，设
男子精英组、男子壮年组、女子组、本
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等5个组别。比
赛续用去年的氧吧赛道，从莽山国家
森林公园大门出发，起点海拔505米，
终点位于天台山停车坪， 海拔1486
米，赛程15公里。经激烈角逐，胡甜甜、
黎海平、朱晓云、曾海涛、彭丽婷分获

男子精英组、男子壮年组、女子组、本
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冠军。

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为国家4A级
景区，总面积198.33平方公里，森林
覆盖率达99.01%， 空气中负氧离子
含量最高达每立方厘米10.69万个，
年平均气温17.2摄氏度，年相对湿度
80%左右，是生态休闲旅游胜地。

莽山举行山地自行车挑战赛

� � � �在重庆潼南区西北部，有
一座建于清初的古镇，镇内山
清水秀，猴溪、浮溪环绕，故取
名双江。 令双江闻名遐迩的，
不仅是它400年的沧桑历史，
还有这块土地上孕育的“人
杰”———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
员会书记杨闇公烈士的故里
就在这里。

1898年3月10日，杨闇公
出生于双江镇邮政局大院。大
院见证了杨闇公少年时期的
成长。

杨闇公（1898-1927），名
尚述、尚达，字闇公。他是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中国共产党四川早期组织的
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开拓者。

1917年，杨闇公东渡日本求学。1919年，为声援国内五四运
动， 组织留日同学与爱国华侨到中国驻日公使馆门前请愿示威，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在与前来镇压的日本宪警搏斗中被捕，身陷
囹圄8个月。

1920年， 杨闇公回国返川， 两年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1924年6月前往上海， 寻求党的指导。7月回重庆参加社会主
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任组织部长， 后任书记。
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杨闇公领导成立中共重庆地方
执行委员会，当选为书记。同年10月，他与朱德、刘伯承等组成中
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兼任军委书记。参与策划顺(庆)、泸(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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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闇公：头可断，志不可夺！

� � � �杨闇公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掀开中印关系新篇章
———中印领导人武汉非正式会晤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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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米脂砍杀中学生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批捕

� � � � 4月27日至28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印度总理莫迪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非正
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
长时间沟通，坦诚交流，就中印关系及共
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全面深入交换意
见，达成广泛共识。

此间专家认为，此次会晤掀开了中印
关系新的篇章，有助于引领两国关系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
发展， 加强双方在多边舞台的协调沟通，
推动建立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增进战略互信
开创中印高层交往新模式

两天时间、六场活动，两位领导人通
过参观精品文物展、散步交流、一对一
会谈等形式，就国际格局和中印关系中
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

据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介绍，会晤
中，双方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开诚
布公、推心置腹的交流，谈话时长和深
度超过以往，进一步加深了两位领导人
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创造了中印高层交

往的新模式，是高层交往的升级版。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关系要稳定、

要发展，基础是互信。要从战略上把握中
印关系，不断增进彼此了解和信任，推动
两国各界和两国人民加深相互理解、培
育友好感情。

两国领导人同意，中印要不断增进
互信，发扬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优良传统，走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
两个伟大邻邦友好合作的大道。

自2014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莫迪
总理已有十余次会面。“两国领导人会晤
的频度、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印关系
发展史上实属罕见。这体现了两国高层
对推动中印关系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强
烈愿望。”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
部主任钱峰说。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全方位合作

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同意，中印要推
进全方位合作，包括加强政治、安全等
领域对话，充分挖掘经贸、投资合作潜
力，大力促进人员往来等。

专家表示，中印两国有超过26亿人
口的大市场，经贸合作有天时地利人和
的优势，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
信息技术、互联网、文化旅游、医疗健康
等众多领域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印方也正在绘制2022年‘新印度’蓝
图、十五年发展规划等一系列发展战略
和行动计划。两国在发展战略上有很多
契合的地方，完全有理由构建更加紧密
的发展伙伴关系。”钱峰说。

在人文交流领域，双方同意建立某
种形式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大力促
进人员往来， 形成中印文化交流新高
潮。

专家认为，双方同意建立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 是此次会晤的一大亮点。
“人文交流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
了解和友谊，减少相互猜疑，夯实民意基
础。”钱峰说。

加强多边舞台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10亿以上人口级别的新兴市场经济
体，中印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都是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中
坚力量。一个良好的中印关系是维护世
界稳定的重要积极因素，对促进全人类
的发展进步意义重大。

会晤中，中印领导人同意，两国要推
动更积极的国际和区域合作，包括共同
应对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气候变化、
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带动地区经济
发展，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多
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等。

“从上海合作组织到金砖国家，从二
十国集团到东亚峰会，中印两国在多边
场合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开展务实合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国际政
治经济秩序朝更民主和合理的方向发
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
所所长胡仕胜说。

“这次会晤中，中印发出进一步加强
国际和区域合作的响亮声音，对于推动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共
同打造稳定、发展、繁荣的21世纪亚洲
有着重要意义。”钱峰说。

（据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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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华盛顿4月28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27
日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其间就北约
防务与美欧贸易问题再向德国施压。

特朗普说， 美国在北约军费开支中承担了“过
重负担”， 北约对于欧洲的帮助远大于对美国， 包括
德国在内的北约盟国应在防务开支上作出更大贡献。
美国与德国及欧盟当前并未建立起“对等” 关系，
美国对欧盟贸易逆差达1510亿美元， 希望未来可以
在美欧间建立更“公平” 和“对等” 的关系。

就北约防务与美欧贸易

特朗普再向德国施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