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哈尔滨5月14日电 哈尔滨铁路公安局
14日表示，5月2日黑龙江省庆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击
毙一名暴力袭警犯罪嫌疑人。事发后，哈尔滨铁路公安
局组成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调查。截至目前，调
查工作已基本结束，事实已查清。调查认为，民警李乐
斌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 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
和武器条例及公安部相关规定。

哈尔滨铁路公安局：

庆安站民警开枪
属正当履职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全国残联
获悉，在第25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中国残联正式开
通运行12385全国残疾人服务热线和全国残疾人信访
信息系统。

12385
残疾人服务热线开通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

时 事2015年5月15日 星期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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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5月14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14日在西安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表示， 欢迎莫迪总理对中国进
行正式访问。去年我访问印度期间，我们就
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构
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
识。两国关系扎实稳步发展，双方保持高层
接触和交往，稳步推进重点领域合作，扩大
人文交流，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进行良好沟通。 相信你这次访
问将会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
进展。

习近平强调， 莫迪总理曾提出要推动
中印关系实现从“英寸”到“英里”的飞跃。
当前， 中印都面临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机
遇， 中印关系存在实现飞跃的巨大潜力和
现实条件。 双方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各自
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 构建更加紧密
的发展伙伴关系。

习近平为此提出4点建议：一要从战略
高度和两国关系长远发展角度看待和处理
中印关系， 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
协作， 携手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双方可以就“一带一路”、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合作倡议以及莫迪
总理提出的“向东行动”政策加强沟通，找
准利益契合点，实现对接，探讨互利共赢的
合作模式，促进共同发展。二要更加紧密地
对接各自发展战略， 实现两大经济体在更
高水平上的互补互助， 继续成为地区乃至
世界经济增长“双引擎”，携手推动地区经
济一体化进程， 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积极
贡献。要重点推动铁路、产业园区等领域合
作，探讨在新型城镇化、人力资源培训等领
域拓展合作。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印投资，
希望印方积极为此提供便利。 三要共同努
力增进两国互信，管控好分歧和问题，避免
两国关系大局受到干扰。 四要鼓励两国各
界加强交往，增进了解，实施好中印文化交
流计划和印度旅游年活动，继续加强智库、
媒体、青年交流，扩大地方友好往来，推动
构建两国全方位、 多层次的人文合作大格
局，使中印友好和合作成为两国社会共识。

莫迪表示， 很高兴去年接待习近平主
席访问印度特别是访问我的家乡古吉拉特
邦， 也很高兴此次访华如约来到同印度有

着悠久历史联系的中国古城西安。 印方视
中国为伟大邻居，致力于增进两国互信，密
切战略沟通，拓展各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
流，妥善处理有关分歧。印中关系发展潜力
巨大，我们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关系
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平。

莫迪说，印度希望继续加强同中国的经
贸关系， 密切同中方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内的合作， 相信亚投行将为本地区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印度欢迎中国加
大对印投资。 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地区
事务中的协调，密切在多边领域沟通合作，共
同促进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南亚关系密切，积
极支持南亚各国保持友好关系， 愿同包括
印度在内南亚各国加强互利合作， 促进本

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莫迪表示， 印中两国都向南亚有关国

家提供着帮助和支持。中方提出了“一带一
路”倡议，印方同样重视南亚地区互联互通
建设，认为这将促进本地区的发展繁荣。印
方愿加强同中方在这一领域合作。

据新华社西安5月14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14日下午在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正式
会见后，两国领导人在西安参观，共话中印
友好历史， 就中印文化交流及各领域合作
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宝寺庄严，梵音可闻。习近平在大慈恩
寺内迎接莫迪， 两国领导人先后参观了大
雄宝殿、大雁塔、玄奘三藏院。习近平表示，
去年你专程陪同我访问你的家乡古吉拉特
邦， 介绍中国唐代高僧玄奘在古吉拉特邦

研习佛经的情况。玄奘法师回国后，就在这
座大慈恩寺翻译佛经。 大慈恩寺是中印悠
久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今天，我们共同参
观大慈恩寺，回顾中印两大文明交流互鉴、
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就是要推动两
国友好交流， 为中印关系发展增添新的活
力。

莫迪表示， 玄奘法师是印中文化交流
的象征， 他的印度之行将印中两国人民很
早就联系在一起。 这次西安之行给他留下
深刻印象。结束参观前，莫迪向大慈恩寺赠
送了菩提树苗。

习近平指出，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华
时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赠送了菩提
树，60多年过去了， 这棵树已枝繁叶茂，成
为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一个生动象征。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4日下午同英国首相卡梅伦通电话。

李克强祝贺卡梅伦蝉联英国首相。 李克强表示，中
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同英国的关系，愿同首相先生领导
的新一届英国政府一道，加强政治互信，规划落实好各
层次、各领域交往和对话，推动贸易投资、金融、产能等
领域务实合作迈出新步伐， 为中英关系发展注入新动
力，共同抵御国际经济下行带来的挑战。李克强邀请卡
梅伦年内正式访华并举行新一轮中英总理年度会晤。

卡梅伦说， 我期待早日访华并举行两国总理年
度会晤，深化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欧中商签自
贸协定取得进展。

李克强同卡梅伦通电话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公安部
经侦局获悉，“猎狐2015”专项行动启动一个半月以
来，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从32个国家和地区抓获
150名外逃人员， 其中8人潜逃10年以上，44人涉案
总价值超过千万元以上。

在这150人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潜逃境外14年、
中国外逃百人“红色通缉令” 的首名落网人员戴学
民。 戴学民原任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
券营业部总经理，因涉嫌贪污于2001年潜逃出境并
“漂白”身份。中国警方获得戴学民于近期持外国护
照潜回国内的线索后，于4月25日将其缉捕归案。

“猎狐2015”启动一个半月
150名境外逃犯落网

5月14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正式会见后， 在西安参观大慈恩寺。 新华社发

（上接1版①）
创造环境是政府的职责， 创造财富则是企业的追求。

在首场全省创新创业先进典型报告会上，6位创新创业优
秀代表的故事催人奋进———

“飞哥”周群飞坦言，蓝思科技的成长是一部创新求变
的奋斗史； 永清集团董事长刘正军放言要做环保领域的
“苹果”；80后青年、乾坤农业董事长刘超感叹“大山青年也
能出彩”；“面膜王子”戴跃锋分享了“互联网+”的神奇魔力
……一个方兴未艾的创业人群，进入时代的视野，乃是因
为他们的精神，与发展的脉搏高度契合。

有宏观的简政放权，有中观的创业支持，有微观的竞争奋斗，
我省创新创业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其风正劲。为创新创业者排忧

解难、清障搭台，降低创业风险、提高成功概率，是各级各部门的
应尽职责。只要是为了发展大局、民生大计、稳定大事，各级领导
干部就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与企业打交道、交朋友，该支持的坚
决支持，该保护的坚决保护，该帮扶的坚决帮扶。

唯奋斗人生无悔，须有梦放胆直闯。
放眼时代搭建的舞台，创新创业已成为引领新常态、实现

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们要把创新创业作为稳增长的有生力
量、调结构的有效方式、惠民生的有益渠道、促改革的有力举
措， 作为事关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战略举措切实抓
紧抓好，抓出更大成效，让创新创业成为时代潮流，汇聚起经
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新动能，为促进“三量齐升”、推进“四化两
型”、谱写中国梦的湖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开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新局面

（上接1版②）
“我终于可以站在农村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自豪地说

一句：我们大山青年，能出彩！”湖南乾坤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超，回到家乡农村搞中药材种植，实现种
植、休闲、加工多方面“出彩”，人们禁不住为这个信心满满
的32岁农村小伙用掌声“点一个赞”。因为他让周边500多
户群众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企业家们回报家乡的精神也让人一次次感佩。当多个

省份希望她去投资时，周群飞选择回到湖南创业，现已提
供近9万个就业岗位； 当电商们力邀湖南御家汇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戴跃锋搬迁杭州时，他留在了长沙，如今500多
名员工人均纳税超过10万元。一次次的掌声，就是对他们
最诚挚的谢意。

掌声响起来。这有温度的掌声，不是礼节性的敷衍，不
是程序性的响应，而是对创业的礼赞，对创新的认同，是信
心的表达，更是参与的表态！

（紧接1版③）本次文博会，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重点展示正
在建设中的重点工程项目湖南日报传媒中心，及移动互联
网的主要产品和传媒新兴产业。 湖南日报新闻客户端、无
线湖南等新媒体终端，文化金融融合产业项目联合利国文
化产权交易所、中南邮票交易平台等新业态，展示传统媒
体的融合创新成果。

湖南展馆内，处处体现“互联、融合、创新”的主题，各类产
品琳琅满目， 让人眼前一亮。 芒果TV互联网电视、《爸爸去哪

儿》手机游戏等引人驻足。华凯创意的“碧水湘江创意秀”，通过
科技手段，展示湘江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谐之美。“出版湘
军”的《曾国藩全集》、《黄永玉全集》等重要图书，引起关注。

许又声说， 融合是文化产业发展中一条非常好的途
径，要通过融合、互联、创新把湖南的文化产业发展到一个
新的高度。要通过深圳文博会的平台，把湖南文化推介出
去，推动湖南文化产业做大做强。许又声还参观了深圳会
展中心文化旅游馆的“神秘湘西”主题展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