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强抵达布鲁塞尔
出席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8日电 经中欧双方商定，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4月8日下午乘专机抵达比利时
首都布鲁塞尔国际机场， 将同欧盟领导人举行第二十一
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欧盟和比利时政府高级官员， 中国
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等到机
场迎接。

李克强表示， 我期待同欧方本着相互尊重、 协商协
作、 互利共赢的精神， 就中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围绕双边务实合作达成广泛共识， 推动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等取得实质性进展， 进一步充实中欧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不断推动中欧关系向更高水
平、 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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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
证装置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在中关村科学
城所在的海淀区， 平均每天诞生50家科
技企业……

产业是实体经济基础，创新发展是唯
一出路。连日来，记者在北京调研发现，加
速聚集高端创新要素，大力发展高精尖产
业，已成为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创新之城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从追求“大而全”转向
聚焦“高精尖”

“啥叫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有核心技
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梁
胜说。

伴随一系列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和高
新技术企业的培育，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积极建设高精尖产业主阵地，2018年
地区生产总值保持两位数增长。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只是5年前进
一步明确城市战略定位、 重新再出发的
北京发生深刻转型的缩影。

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功能谋
发展，从追求“大而全”转向聚焦“高精
尖”， 从向扩张要增长转向向减量要质
量———剥掉“白菜帮”，做好“白菜心”，北
京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
子”， 坚持严控增量和疏解存量相结合，
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双向发
力。

2014年， 北京率先在全国制定新增
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截至2018年底，批
发零售、制造、农林牧渔等限制类行业新
设市场主体数量下降明显， 占比从2013
年的47.4%降至21.9%；科技服务业、文体
娱乐业、 信息服务业等新设市场主体占

比从25.1%上升到50.5%。
这是一个标志性时刻———2017年12

月，北京公布《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新一代
信息技术等十个高精尖产业的指导意
见》。北京还陆续出台5G、人工智能、医药
健康等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和方案，努力形
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药健康产业创新
发展的“双动能”。

“创”见未来。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
市工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业合计实现增加
值8323.6亿元，占全市GDP的27.4%；十大
高精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32548亿元；在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以人工智
能、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健
康、智能制造和新材料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集群正在形成……

“新动能的培育，已经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毛东军说。

厚植“高精尖”产业发展“土壤”

人工智能芯片、骨科手术机器人……
北京北四环西路67号， 中关村前沿技术
创新中心内，一批前沿技术产品让人耳目
一新。

“入驻这里的企业，首先是技术水平
高。”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中关村管委会通过公开路演
方式，围绕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颠覆性新
材料、前沿生物等前沿领域，开展选拔和
培育机制体制的先行先试改革探索，加快
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

逐梦“高精尖”，需要肥沃的创新“土
壤”。

一系列数据与成果，让北京发展高精
尖产业的底气十足：2018年，北京全社会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居

全国之首；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比上
年增长13.6%和15.5%； 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为111.2件，位居全国第一。

逐梦“高精尖”， 需要科技创新的载
体。

2017年9月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16年-2035年）》，明确了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的建设路径， 以中关村科学城、
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三城一区”建设为重点的空间格
局形成。

“目前，‘三城一区’发展规划已经基
本编制完成， 呈现出特色化发展的新格
局。”北京市科委副主任杨仁全说。

设立300亿元的科技创新母基金、创
立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等系列创新型研
发机构……创新要下“先手棋”，近年来，
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举措布局“落子”。

国内首款28纳米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最小芯片发布；全球范围第一次实现光谱
仪的传感器化……一系列关键技术领域，
实现重点突破。

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企业创新能力
不断增强。2018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共申
请专利86395件，同比增长17%，专利授权
同比增长24.4%。2018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国
内前十强企业，京东方和联想“榜上有名”。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

2018年， 北京新经济增加值突破万
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3.2%；
金融、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优势服务业
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67%。

打造高质量发展“生态”

40岁出头的孙剑， 是中关村人工智

能企业旷视科技的首席科学家，2018年
第一次参加职称申报，就成功获评正高级
工程师。

“中关村是一个创业热土，只要有才
华，有志向，你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关
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说。

高质量发展要靠创新，而创新需要充
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从云集的科研院所，到不断涌现的高
科技企业，北京是全国科技人才资源最密
集的地区。

“北京的高质量发展，必须用好激活
创新这个动力。”北京市政府负责人说。

近年来，北京不断出台政策，创造良
好氛围，营造优质环境，释放人的活力，释
放生产力。

出台《新时代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人
才支撑行动计划（2018-2022年）》；出台支
持建设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实施办法；
发布支持颠覆性创新的指导意见……近年
来，北京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优化营
商环境，打造高质量发展“生态”，打造支撑
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强大引擎。

———2018年，每天新产生近200家创
新型企业；

———80家北京企业入选最新“独角
兽”榜单；

———北京股权投资规模和案例数均
占全国30%左右……

北京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创新创
业最活跃的城市之一，成为人们创新创业
梦想的实现地。

放眼未来， 北京将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创新型经济，加快培育金融、科技、信息、文
化创意、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进一步构建
高精尖经济结构。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逐梦“高精尖”
——— 一座创新之城的不二抉择

� � � �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美国将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这是
美国首次将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列为恐
怖组织。

国际舆论分析指出， 美国针对伊朗
开此先河， 不仅给国际社会维系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的努力再添阻力， 也恐将
给中东地区增加更多不稳定因素。

美国和伊朗或互拉“黑名单”
如果美国国会7天内不提出反对意

见，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被正式列入
美方认定的“恐怖组织” 黑名单， 美国
财政部将随之采取相应制裁措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革
命卫队总司令贾法里7日发表声明说，
指控革命卫队是恐怖组织“非常不智”。
若美国真这么做， 威胁伊朗国家安全，

革命卫队也将展开报复， 美国军队将失
去目前在西亚地区享有的平静。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
主席法拉赫特皮谢警告， 如果美方把革命
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伊朗也会把美军像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一样列入“恐怖黑
名单”。

美国旨在为以色列站台
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

组织” 意味着美方将采取一系列举措，
包括冻结革命卫队在美国境内资产； 革
命卫队成员若出国， 可能被逮捕并引渡
至美国； 禁止美国及外国企业或个人为
革命卫队成员及其下属企业提供任何实
质资助或资源等。

厦门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范鸿达
说， 鉴于伊朗是以色列“头号外敌”， 美

国此时针对伊朗出招的一个重要考量是
在9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夕为盟友以色
列、 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站台。

他说， 一旦把革命卫队列为“恐怖
组织”， 美国将联合其盟友加大对革命卫
队的经济制裁力度， 进而遏制其在军事
发展、 巩固政权、 对外行动等方面的能
力， 从而限制其在叙利亚、 伊拉克、 也
门等地的影响力， 加大伊朗国内困难和
现政府的挑战。

范鸿达认为， 面对美方的挑战和刺
激， 伊朗方面不会坐以待毙。 对内会进
一步追求提升生产力， 以应对加码的经
济制裁； 对外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
系， 或寻求在叙利亚、 伊拉克、 也门等
地采取一些行动， 以缓解国内压力。 但
除非走投无路， 伊朗不会轻易放弃伊核
协议这样一个可与国际社会沟通的窗口。

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是对伊
朗加压策略的主要推手。 不过， 包括美
军高层在内的多方人士担心， 制裁效果
恐怕有限。 加之革命卫队与伊拉克什叶
派武装和政党、 黎巴嫩真主党关系密切，
反而可能大大增加美国军事和外交人员
在中东“做工作” 的难度， 美国在中东
的使领馆和军事设施、 人员或成报复目
标。

中东形势更趋动荡
这种对伊朗强化制裁的做法， 不仅

会让伊朗社会和民众承担更多制裁后果，
还会给国际社会维系伊核协议的努力再
添阻力。

从耶路撒冷地位、 戈兰高地归属到
“拉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政府近
期在中东地区连拉偏架、屡放“狠招”，甚
至突破底线，震惊国际社会。 这盘酝酿之
中的大棋， 可能导致复杂问题更为复杂、
不稳定因素增加， 使中东形势更趋动荡。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再给伊朗贴“恐怖”标签

美国在中东又出“狠招”

� � � � 湖南日报4月 8日讯 （记者 王
亮 ） 4月7日进行的2019赛季中乙联
赛第四轮比赛中， 湖南湘涛队主场1
比2不敌浙江义乌商城队。 目前联赛
4轮战罢， 湘涛队1平3负没有胜绩，
仅列第15位。

上轮客场挑战南区劲旅浙江毅
腾队， 湘涛队表现疲软， 0比3完败。
本轮回归主场， 阵容深度不够、 球队

磨合不够的湘涛队依然找不到赢球的
办法和节奏。

今天的比赛中， 上半场双方都没
能斩获进球。 下半场第67分钟， 郑泽
龙右边路底线横传， 王飞禁区中路破
门， 浙江义乌商城队1比0领先。 3分
钟后， 王飞获得反击机会， 单刀赴会
梅开二度， 浙江义乌商城队将比分扩
大为2比0。 第77分钟， 湘涛队开出

战术角球 ，
浙江义乌商
城队禁区内
犯规， 主裁

判判罚点球， 刘帅主罚命中， 将比分
扳成1比2。

湘涛队主教练唐京赛后表示，
“对手实力不是很强， 这场比赛我
们本有机会拿下的。 但本周有两场
比赛， 球队在体能上出现了问题，
目前球队的配合也依然不够默契。
作为主教练， 我目前没人可换没人
可用 ， 上半个赛季只能慢慢坚持
了。”

根据赛程安排， 湘涛队下一轮将
客场挑战江西联盛国贸队， 比赛时间
是4月13日15时。

186项国家标准发布
涉不动产登记等领域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记者8日从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获悉，《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等186项国
家标准近日批准发布，涉及不动产登记、车辆安全、装备
制造业、公共设施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在不动产登记领域，《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
则》国家标准，建立了以不动产单元为载体的不动产单元
编码体系，实现了土地、房屋、森林与林木、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林地、草地、海域、无居民海岛等不动产的统一登
记，有利于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强化登记的公示
和公信功能、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

在车辆安全领域，《汽车侧面柱碰撞的乘员保护》国
家标准， 聚焦交通事故中对乘员伤害程度较高的车辆侧
面柱碰撞， 规定了汽车侧面柱碰撞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
法，在提高车辆安全性、降低道路交通事故中的人员伤亡
等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

在公共设施领域，《城市公共设施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
运营管理服务规范》等两项国家标准，解决了电动汽车充换
电服务中存在的油车占位、二维码不清晰、安全提示不足等
实际问题，明确了不同类型充换电设施在建设、运营过程中
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置及防护要求， 为大众提供更加优
质的充换电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环境保护领域，《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国
家标准，规定了废铅酸蓄电池的收集、贮存、运输、转移过
程的处理方法及管理措施， 有利于规范生产企业对废铅
酸蓄电池的回收利用，防止二次污染，同时对规范废蓄电
池回收行业的整体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中乙第四轮1比2落败

湘涛队前4轮无一胜绩

� � � � 4月8日，在CBA季后赛半决赛首场比赛中，
广东东莞银行队主场141比118战胜深圳马可波
罗队。图为广东队球员易建联（左一）在比赛中
上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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