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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生态文明号”
地铁专列发车

5月 17日，环保志愿者在
“生态文明号”地铁专列上和
乘客合影。

当日，昆明地铁四号线“与
昆明同行·共绘生物多样性画
卷”为主题的“生态文明号”专
列在昆明大漾田车辆段正式发
车。该专题列车以多媒体手段
集中展示云南、昆明的特有生
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成
效。今年 10月，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COP15）将在云南昆明举办。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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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成绩斐然让文明交融之光照耀未来
——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启迪世界

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向世界宣
示中国的文明主张——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
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
文化文明力量。”

两年来，中国以坚定的文化自
信，为疫乱交织的世界贡献更多文
明智慧，注入更多文明力量。

当前，世界尚未走出新冠疫情
阴霾，气候变化等新挑战日益凸显，
人类需坚定前行的方向，汇聚向上
的力量。只有秉持和合理念，加强文
明对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才能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有容乃大
以文明智慧促进和平发展

孟夏时节，万物并茂。物之不
齐,物之情也。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
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世界上
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
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
度。”“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
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到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从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到博鳌亚洲论
坛2021年年会，习近平主席在多个
重要国际场合阐述新时代中国的文
明观，为深刻演变的世界带来启迪。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塔夫罗夫
斯基对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上的演讲记忆犹新。“我怀
着激动的心情聆听了演讲，演讲的
意义远远超出文化范畴，习近平主
席希望不同文明之间加强交流互
鉴，以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环顾全球，百年变局与世纪疫
情交织激荡。“文明优劣论”“文明
冲突论”“制度对抗论”沉渣泛起，
搞“小圈子”、组建“价值观同盟”、

挑起意识形态对抗等做法令人忧
心。冲突还是合作，倒退还是进步，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
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

“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
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
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
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
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习近
平主席以茶酒巧喻，阐释文明的多
样性与包容性。

中国的文明观植根于中华文明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等价
值理念，是中国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的文化基因与理念源泉，也为各国
携手战胜挑战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心系天下，展现担当。中国坚
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中
的核心地位，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议程和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作
出贡献。中国还是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中第一大维和人员出兵国，迄今
累计派出 4万余人次维和人员。疫
情暴发以来，中国发起新中国成立
以来最大规模人道主义行动，为多
国提供医疗物资并分享诊疗技术，
兑现将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
承诺，赢得广泛赞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始
终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
明观，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系牢世
界和平纽带，夯实各国发展根基不
断贡献中国力量。

美人之美
为对话合作注入文明力量

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
铜神树……三星堆“上新”的500多
件文物，令人惊喜赞叹。文物专家
指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与玛
雅遗址出土的木棉圣树有异曲同
工之妙，表明两种文明可能拥有相
近的宇宙观。

回望历史，人类社会正是在不
同文明交流的驱动下发展前行。中
华文明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文明

对话交融的脚步从未停歇。古丝绸
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佳话，正在新时
代的春风中续写篇章。中国与世界
各国在人文、艺术、考古、教育等领
域的交流广度和深度远超往昔，架
设起民心相通的桥梁。

墨西哥奇琴伊察玛雅文明遗
址、希腊雅典卫城博物馆、埃及卢克
索神庙、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古城、
印度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群……
习近平主席出访的“文明足迹”展现
中国对其他文明的尊重欣赏，呈现
不同文明相知相惜的画卷。

从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海明
威、泰戈尔等文化名家，到《战争与
和平》《哈姆雷特》《老人与海》《飞鸟
集》等文学典籍，从玄奘西行、郑和
下西洋、骠国王子出使盛唐，到法门
寺地宫出土的琉璃器、阿拉木图的
冼星海大道，在与海外政要、友人交
流交往时，习近平主席常常谈起不
同文明瑰宝和中外文明交流往事，
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强调每种文明
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疫
情期间，《洪湖水浪打浪》的悠扬旋
律，回荡在意大利总统府为支持中
国抗疫举办的音乐会上；中国抗疫
题材电视剧《在一起》在伊朗国家
电视台播出，令伊朗民众感受到中
国人的家国情怀；中国与亚洲多国
开启“经典著作互译计划”，正将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共识变为现实。

跨越山海，相聚云端。德国多
家主流媒体平台直播中国牛年春
晚，马耳他民众跟着中国师傅在线
学习太极拳，西班牙网友在三维场
景中沉浸式体验龙泉青瓷的烧制
过程……借助新技术，中华文化走
进全球各地更多寻常百姓家。

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医药也在
这次抗击疫情的战疫中大放光彩。
许多中国药企的中医药产品海外
订单激增，乌兹别克斯坦开设首家
中乌传统医学中心，中白工业园迎
来首个中医药产业项目，上海合作
组织举办首届传统医学论坛视频
会议……

和合共生
让文明之光点亮美好世界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九
层神庙，来自中国的文物修复专家
在疫情中坚守。

九层神庙位于“加德满都谷
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2015年，
九层神庙在尼泊尔大地震中损毁，
两年后迎来中国文物修复专家。疫
情以来，中国专家克服医疗条件、
采购材料、组织工人等方面的困
难，基本完成九层神庙建筑群文物
建筑主体修缮。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
心主席翁诗杰说，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在当前形势下尤为迫切，中国
努力推进文保、减贫、生态等领域
的对话合作，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人文基础。

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是中国为人类文明思想
宝库作出的重大贡献。从国家间双
边命运共同体，到中拉、中非、中阿
等多边命运共同体，再到海洋命运
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日益丰富完善，为共建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明确指引。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呈现出强
大韧性与澎湃活力，健康丝绸之路、
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成为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力点。

中华文明崇尚天人合一、天下
大同。“一带一路”的绿色底色日益
鲜明，文明成色越来越足。在全球
减贫成果遭疫情打击之际，中国积
极投身国际减贫合作，在东南亚国
家打造扶贫示范村，在非洲国家开
展农业培训，令世界感佩中华文明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让文明交
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
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
世界和平的纽带，为建设美好世界
注入深厚持久力量。 据新华社

海南省近日出台文件，明确了
2021 年至 2023 年三年投资新政
策，提出把制造业提质增效、稳定
发展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根据 2020年印发的《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海
南重点发展的三大主导产业。在此
基础上，海南近日印发的《海南自
由贸易港投资新政三年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将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和制造业也纳入鼓励发展
的范畴，提出构建“3＋1＋1”现代
化产业体系。

方案明确，注重产业投资结构
和质量，扩大有效投资。注重实体
经济发展和产业投资质量，主动调
整投资结构，切实提高“3＋1＋1”
产业在投资中的占比。高质量投资
建设一批重大产业平台，建成 2~3
个千亿级和 5~7个百亿级重大产
业平台，带动形成若干创新要素集
聚、配套体系完备的产业集群。
2021—2023年，“3＋1＋1”产业每
年投资增速 12％左右，至 2023年
投资总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不低于 67％，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达到70％以上。

海南实施三年投资新政策
明确扩大制造业有效投资

国家统计局 17日发布 4月份
经济运行主要数据。围绕经济形
势、物价、外贸走势等当前经济运
行的热点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付凌晖当日在国新办发布会
上进行深入解读。

国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
发展态势

付凌晖表示，4月份，生产需求
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
兴动能培育壮大，国民经济延续稳
定恢复发展态势。

生产稳中有升，需求继续扩
大。从生产看，4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同比增长
6.8%，比上月加快0.6个百分点；服
务业生产指数两年平均同比增长
6.2%，整体上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从需求看，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两年平均同比增长4.3%，继续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就业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
率下降。前4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
业 437万人。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为 5.1%，比上月下降 0.2个
百分点。

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市场主
体活力增强。从新动能情况看，在
规模以上工业当中，装备制造业和
高技术制造业两年平均同比分别
增长 11.2%和 11.6%，明显快于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按照
中央部署，继续抓住当前稳增长
压力较小的窗口期，科学精准实
施宏观政策，促进经济稳定运行
在合理区间。同时，要进一步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物价保持稳定有基础有条件

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9%，
涨幅比3月份扩大0.5个百分点。

付凌晖表示，目前CPI处于温
和上涨，核心CPI同比上涨0.7%，也
是小幅上涨。从全年来看，目前粮食
生产总体稳定，库存保持比较高的
水平，食品价格有望保持总体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4月份，全国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
上涨 6.8%，涨幅比 3月份扩大 2.4
个百分点。PPI上涨压力是否会传

导到CPI，导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付凌晖分析认为，PPI对 CPI

肯定会有传导，但是总的看，我国
的工业行业门类比较齐全，产业链
条比较长，上游向下游的传导是逐
步递减的。

此外，从整个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来看，目前也不支持价格大幅上涨。

付凌晖表示，中国经济整体处
于恢复进程中，很多需求方面的指
标，比如投资、消费指标的增速还
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同时，生
产供给总体恢复较好，供求关系不
支持价格大幅上涨。

外贸仍会保持一定增长

4月份，我国外贸成绩单亮眼。
当月，货物进出口总额31492亿元，
同比增长 26.6%。其中，出口 17128
亿元，同比增长 22.2%；进口 14363
亿元，同比增长32.2%。

付凌晖分析认为，下阶段，外
贸保持增长、稳中提质有基础。

从国际来看，尽管近期部分国
家疫情出现了变化，但全球经济复
苏态势仍能够延续，这对全球需求
增长有支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

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也在提高。
从国内来看，国内生产恢复比

较好，我国工业行业门类齐全，工
业生产恢复的各方面保障条件还
是不错的，能够有效应对外部需求
的变化。此外，我国坚定推动对外
开放，支持外贸发展的政策仍然会
继续发挥作用。

此外，4月份消费增长继续保
持扩张态势。当月，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33153 亿元 ，同比增长
17.7%，两年平均增长 4.3%；环比
增长0.32%。付凌晖说，消费保持稳
定恢复有很多有利条件，一季度消
费在三大需求当中的贡献率已经
回升至最大。

“随着经济稳定恢复，就业在
扩大，一季度居民收入也在增加，
这有利于提高消费能力。”付凌晖
说，尽管近期出现了一些局部疫
情，但是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较
好，有利于增强消费者信心。随着
经济恢复，消费者对于经济前景的
预期在改善，也有利于增强消费预
期。从这些方面来看，预计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持续改善。

据新华社

本报讯（见习记者 舒珺珩）5
月 17日，记者从云南省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系列新闻发
布会·教育体育专题发布会获悉，

“十三五”以来，云南省教育事业和
体育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为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坚
实保障。

全省教育面貌发生格局性变化

据悉，我省教育脱贫攻坚取得
重大胜利，建立控辍保学长效机
制，辍学学生劝返率达 99.7%。各
级各类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质量
得到重大提升。开展城镇小区配套
幼儿园治理，多渠道大幅增加学前
教育普惠性学位。全省义务教育学
校办学条件“20 条底线”全部达
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大班额基本
消除，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免试
就近入学全覆盖。实施特殊教育提
升计划，实现省、州（市）、县（市、
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全覆盖。

教育服务经济社会能力显著
增强。我省投入135亿元实施职业
教育补短板项目，推动现代学徒制
试点工作，开展产教融合建设试
点，逐步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
发展格局。推进本科高校学分制改
革，基础教育学校校长职级制和义
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改革等措
施。推进涉外合作办学，重大合作
平台的建设和促进师生双向留学。
教育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推动落实

教育经费“两个只增不减”政策。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开展专项招聘基
础教育教师工作，实施万名校长培
训计划等。创新打造“张桂梅思政
大讲堂”，入选教育部高校示范马
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
队建设项目8个，云南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成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
义学院建设培育单位。

体育事业发展成果丰硕

“十三五”时期，云南运动员在
国际比赛斩获41金27银24铜，在
全国比赛获 497金 408银 381铜。
全省青少年体育工作扎实推进，创
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117个，传统
体育项目学校187所。

推进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低收
费和免费开放工作。截至 2020年
底，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1.85平方
米，全省县、乡、村三级体育场（馆）
覆 盖 率 达 100% 、75.73% 和
95.35%。国民体质测定合格率由
89.1%提升到89.8%。

云南省共创建国家级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 3个,国家体育产业基
地 2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 1
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2个。
形成以上合昆明马拉松、格兰芬多
国际自行车节等 7大赛事为主体
的“一带一路·七彩云南”系列国际
品牌赛事体系，促进云南与世界各
国特别是南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
交流合作。

经济形势怎么走 物价怎么样
——国家统计局解读经济热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
烈宏 17日表示，近年来，我国通
信网络基础建设和产业发展取
得积极成果，目前我国移动通信
用户月均支出已低于全球平均
水平。

截至目前，我国行政村通光
纤和 4G的比例均超过 99%，农村

和城市“同网同速”，城乡“数字
鸿沟”明显缩小；据全球移动通
信协会监测，我国移动通信用户
月均支出为 5.94美元，低于全球
11.36美元的平均水平；根据国际
测速机构 3月份数据，我国移动
网络速率在全球排名第 4位，固
定宽带速率在全球排名第 16位。

我国移动通信用户
月均支出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4月份，生产需求持续增长，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兴动能培
育壮大，国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
发展态势。

从生产来看，4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8%；两年平均增长 6.8%，比 3
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环比增
长 0.52%。

消费方面，4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33153亿元，同比增长
17.7%，两年平均增长 4.3%；环比
增长0.32%。网上零售持续增加，1
至 4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37638

亿元，同比增长 27.6%，两年平均
增长13.9%。

投资方面，1至4月份，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43804亿
元，同比增长 19.9%，两年平均增
长 3.9%；4月份环比增长 1.49%。
其中，第一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社
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进出口方面，4月份，货物进
出口总额 31492 亿元，同比增长
26.6%。其中，出口 17128亿元，同
比增长22.2%；进口14363亿元，同
比增长 32.2%。进出口相抵，贸易
顺差2765亿元。

本报综合

4月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本报讯（见习记者 舒珺珩）5
月 19日，记者从云南省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系列新闻发
布会·科技发展专题发布会获悉，
自“十三五”以来，云南省高新技术
企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生物医药
产业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成效突出。
“十三五”以来，省科技厅出台了相
关政策，遴选创新意识强、科技成
果转化水平高、管理规范、成长性
好的科技型企业纳入省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库，对入库和出库企业实
施奖补政策。同时，加强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服务体系建设，修订出台
了多项政策措施，建立了从双创载
体建设、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到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认定等的全流
程服务体系。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实现新跨

越。2020年，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 3294.48亿元、营
业收入达 5367.66亿元、高新技术
产品（服务）收入达 4105.72亿元、
净利润达 358.42亿元。在上交所、
深交所、港交所成功上市的高新
技术企业达 17家，取得了历史性
突破。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取得新突破。2020年，云南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经费投入达 185.78亿
元，拥有科研机构数量达 899家，
拥有有效专利达3.05万件，拥有有
效发明专利达5422件。

高新技术企业引领产业创新
发展作用更加凸显。“十三五”以
来，云南省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
药、高技术服务、先进制造、新材
料、资源与环境等6大高新技术领
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发展。

我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