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2月25日， 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41列埃塞俄比亚
70%低地板有轨电车合同， 首批5列电车预计在今年9月发往埃塞俄比亚。
右上图： 5月6日， 在中国北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 一列出口埃塞俄比亚的有
轨电车正在进行总装调修。
右下图：出口埃塞俄比亚的有轨电车效果图。（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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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曾楚禹 肖丽娟◎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5月5日电
5日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埃塞俄
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 非洲联盟委员
会主席祖马共同参观在亚的斯亚贝巴非
盟会议中心举办的中国铁路航空展。

展厅入口处正在播放中国铁路和民
用航空装备发展的视频。 李克强邀请海
尔马里亚姆和祖马共同观看。短片中，飞
驰的列车、 翱翔的商用飞机以及在世界
各地广泛应用的中国装备， 生动反映了
中国铁路和航空建设取得的成就， 引起
了非洲嘉宾们的浓厚兴趣。

李克强和非洲领导人随后来到铁路
展区。 海尔马里亚姆在听到中国铁路可
以在条件艰险地区运行的介绍后， 询问
在山区是否也可以运行。李克强说，中国
的南疆铁路、青藏铁路等，都穿越自然环
境恶劣地区，运行正常。

在商用飞机展区的一幅展示中国民
机在非洲发展的地图前，海尔马里亚姆、
祖马指着地图， 详细了解各自国家同中
国在民用飞机领域的合作情况。

李克强说，中国铁路、飞机等交通装
备技术完善， 运营经验成熟， 质量有保
障， 性价比高， 在国际市场享有良好声
誉。中国愿意进一步参与非洲铁路建设，

将在非洲设立高速铁路研发中心， 同非
洲共享技术和管理经验，倡议实施“中非
区域航空合作计划”，支持中国企业与非
洲建立合资航空公司， 提供民用支线客
机，共同发展非洲区域航空业，更好地帮
助非洲实现互联互通。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5月5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下午考察了亚的
斯亚贝巴轻轨项目， 埃塞俄比亚总理海
尔马里亚姆陪同。

亚的斯亚贝巴城市轻轨项目是埃塞乃
至东非地区第一条城市轻轨， 也是中国公
司在非洲承建的首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海尔马里亚姆来到饭店迎接李克强，
两位总理同车前往市中心广场施工点。得
知项目从设计、施工到装备、运营都采用
中国技术时，李克强表示肯定。他说，要确
保工程质量，打出中国铁路的品牌。

看到中埃双方员工正在铺轨作业，李
克强同海尔马里亚姆总理、埃塞当地工人
一起拿起扳手，拧紧螺丝。李克强对施工人
员说，要精心施工，保进度、保质量，让中国
修建的铁路使非洲人民更长久地受惠。通
过一个又一个合作的工程打造中国装备
走出去的“高地”，带动中国装备更多、更好
地走出去，实现互利共赢。

民族团结， 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势。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
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不断团结
凝聚、共同奋进的历史。

“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
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根本
利益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
发表重要讲话， 着眼中华民族的发展历
程，强调了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指明
了加强民族团结的方向和路径，是新形势
下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遵循。

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纵览中
华民族的历史，千百年来之所以具有超强
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就在于各民族的共同
追求和精神依归。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

通的共同体，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
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
不开。正是各族人民的同心共济、团结奋
斗，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
神， 浇铸了亿万人民美好安康的幸福大
厦。“合则俱荣，分则俱损”。对于中华民族
而言，什么时候团结一致，什么时候就众
志成城、兴旺发达；什么时候不团结，什么
时候就一盘散沙、任人欺凌。这是历史的
结论，也是现实的召唤。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
的地区， 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几十个民族在
天山南北辽阔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共建家
园，谱写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雄
浑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民族区域

自治， 实现了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大团结，
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合作的密切程度前
所未有，正是这种大团结 、大统一 、大交
流，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迅
速发展。可以说，民族团结是新疆47个民
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13亿人民的共同
意志所系。 惟有把民族团结紧紧抓在手
上，坚持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全面贯彻
党的民族政策，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促进各民族
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我们才能
为新疆的社会稳定打下坚实基础，为国家
的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障。

综观全局，新疆的问题，最难最长远的
问题还是民族团结问题。 当前新疆民族工
作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民族关系
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特点， 对我们做好民

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各级干部务必深刻
认识到，新疆各族群众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宗教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
人。团结兄弟姐妹，我们要付出真情、献上
真心；打击共同敌人，我们要针锋相对、毫
不留情。认准了民族团结这个根本，在任何
时候都决不动摇； 多做有利于民族团结的
事情， 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各民族大团结的
言行，就会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天山南北。

“天山雪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
把民族团结的工作做细、做深、做实，使中华
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更强大，让各民族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传统代代相传，美丽
的新疆定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定能更好
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载5月7日
《人民日报》）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6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新疆考察时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新
疆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切实抓好。发展
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 落实到惠及当地
上，落实到增进团结上。连日来，新疆各界
人士热议“三个落实”为新疆未来发展厘
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乡长艾孜买提·
阿不都热合曼说：“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
落实’ 体现了基层干部和各族群众的愿
望，改善民生、惠及当地、增进团结抓到了

新疆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根本。”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行长饶国平

说：“发展是当前解决新疆问题的总钥匙，
而改善民生是发展之本、稳定之基，国开
行新疆分行将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之间
的桥梁作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打通民
生发展瓶颈。”近三年来，国开行新疆分行
在“两居工程”、中小微企业、助学贷款、扶
贫、医疗、治理大气污染等民生领域，累计
发放贷款逾100亿元，支持中小企业创造
了5万余个就业岗位， 带动上万名群众脱
贫致富。

乌鲁木齐市市民王志远说，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新疆提出发展要“落实到惠及当
地上”，体现了中央对新疆的关心，随着中
央和自治区惠民政策的不断实施，新疆各
族群众有信心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副总经理熊
建国说：“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落实’对企
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为中央驻疆企业，
塔里木油田将全面履行经济、政治和社会
责任，推进资源开发直接惠及各族群众。”
去年，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全线投产，42
个县市实现气化，与此同时，塔里木油田

支持南疆多地提高“造血”能力，其中库尔
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驻企业610家，初步
形成油气下游加工六大产业体系。

经营地毯编织、特色干果加工等的和
田霸丽穆商贸有限公司今年“五一”刚刚
获得和田地区“工人先锋号”荣誉，企业吸
纳的400余名农村富余劳动力人均年收
入超过2万元。 公司总经理乌布力江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落实’，作为新
疆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今后我们要多
算就业账、民生账、稳定账，努力创造安
定、团结、和谐的氛围。”

李克强要求通过工程合作打造中国装备走出去的“高地”

将在非洲设立高铁研发中心

大力加强民族团结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新疆考察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疆各界人士热议发展要“三个落实”
新华社吉隆坡5月6日电 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6日说， 马

来西亚沙巴州警方证实， 一名中国公民当天在该州遭绑架。
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表示， 总领事馆已经同马来西亚

沙巴州警察总监韩查通过电话， 要求马方及时营救中国人
质。 韩查表示， 将在确保人质安全的前提下开展营救工
作。

据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消息， 这名被绑架的中国公民
来自中国贵州省， 目前在一家马来西亚渔业公司工作。

一中国公民在马来西亚遭绑架

●李克强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
穆拉图

●李克强出席埃塞首条高速公路
竣工典礼并参观东方工业园

（均据新华社电）

■标题新闻

新华社广州5月6日电 据广州市公安局6日晚通报， 6
日中午， 广州火车站广场发生一起砍人事件， 导致6名群
众受伤， 目前均暂无生命危险。 持刀犯罪嫌疑人被当场制
服， 其身份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通报称， 6日11时22分， 越秀区公安分局民警在广州
火车站西广场执勤巡逻时， 突见广场上的旅客四散跑开，
并发现一男子正持刀伤害现场旅客。 民警当即拔枪喝止，
嫌疑人即转而挥刀砍向民警， 民警果断连开2枪将其击倒
并控制。

事件中， 有6名群众 （3男3女） 不同程度受伤。 受伤
群众与嫌疑人均已被及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暂无生命危
险。 经初步调查， 现场行凶嫌疑人确认为1人， 其身上无
任何身份证件， 现警方正对相关情况作进一步调查。

广州火车站广场发生砍人事件

致6人受伤， 均暂无生命危险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乌克兰当局5日继续在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进行“反恐
行动”， 军警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俄
罗斯呼吁乌克兰当局撤回军队， 敦促冲突双方开展对话。

乌克兰内务部新闻局5日发布消息， 当天在东部城市
斯拉维扬斯克开展的“反恐行动” 中， 乌克兰军警有4人
死亡， 约30人受伤。 反政府的斯拉维扬斯克自卫队方面
称， 他们在5日的战斗中有20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乌克兰国防部5日证实， 乌克兰军方一架米-24武装
直升机当天在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执行任务时被击落，
两名飞行员生还。 这是乌克兰当局在本国东部地区开展
“反恐行动” 以来损失的第四架直升机。

乌克兰安全局发言人奥斯塔片科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承认， 虽然正规军部队、 内卫部队和国民近卫军等强力部
门联手开展“反恐行动”， 但“东部地区反政府势力的活
跃程度并未下降， 分离主义分子还加强了旨在进一步破坏
地区稳定的活动， 局势仍然很严峻”。

乌东部卢甘斯克州苏维埃 （议会） 主席团5日发表声
明， 表示支持公众提出的关于5月11日举行卢甘斯克州地
位问题全民公决的倡议。 声明说， 议会主席团成员要求中
央现政权立即停止一切讨伐行动， 让部队回到其常驻地，
解除所有右翼激进组织的武装， 首先是解除“右区” 组织
的武装。

俄罗斯5日呼吁乌克兰冲突双方坐到谈判桌旁讨论乌
未来制度。 俄副外长卡拉辛当天对俄塔社发表谈话说， 这
种对话极为必要， 但“基辅政权” 多大程度上愿意这样做
还是个问题。

乌东部“反恐行动”
致严重伤亡
俄呼吁冲突双方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