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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
就是谋未来。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
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主席
发表重要讲话，把握世界发展大
势、着眼金砖合作未来，明确提
出了“坚持创新引领，把握发展
机遇”的主张，深刻回答了面对
什么样机遇、怎样抓住机遇的重
大课题，为金砖五国乃至世界应
对经济转型新挑战、抢抓创新发
展新机遇、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
提供了中国智慧。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人类
文明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历史
表明，一次次颠覆性的科技革
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
生活水平的大跃升，从根本上改
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当今
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
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
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
势。未来 10 年，将是世界经济新
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10年。人工智
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
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
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
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抓住这个重大机遇，以创新引领
未来，就能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毋庸
讳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大潮中，除旧布新必然导致
产业变革，这个过程是艰难痛苦

的。然而，回顾历史，人类曾经历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数次飞跃，
带来了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同时也
伴生着蜕变的阵痛。今天，世界再
次来到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正
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潮流来
了，跟不上就会落后，就会被淘
汰。”面对蓄势待发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抓住机遇，克服
挑战，各国将得到发展新生机、新
活力，给人民带来更好生活、更多
福祉。

在新科技带来的新机遇面前，
每个国家都有平等发展权利。我们
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要抢抓机
遇，加大创新投入，着力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要全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消除一切
不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
激发创新潜能和市场活力。要树立
全球视野，深化国际创新交流合
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和资源禀
赋，让科技进步惠及更多国家和人
民。同时，也要妥善化解信息化、
自动化、智能化对传统产业的冲
击，在培育新产业过程中创造新的
就业机会。这样，我们才能成功跨
越蜕变，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
性、更可持续的增长。

纵观历史，科学技术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
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
着人民生活福祉。抓住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引领，
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
创造力，我们就定能携手共同发
展，实现持久繁荣。

（载7月29日《人民日报》）

坚持创新引领，
把握发展机遇
——三论习近平主席金砖国家
工商论坛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南京7月28日电
记者 邱冰清

李超时，1906 年出生于江
苏徐州邳州市碾庄镇才庄村。
1926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曾任共青团徐州地区学运
书记，同年冬到武汉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7 年夏，李超时参加讨
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同年秋他
被派回家乡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中共基层
组织。被派到东海建党后，李超
时成立了中共东海县特别支部，
先后任中共东海县特别支部书
记，东海县委书记和东海中心县

委书记。
1929 年秋，李超时调任中共

（南） 通海 （门） 特委书记，与时
任中共 （南） 通海 （门） 特委委员
何昆等领导改编当地游击队和整顿
农民武装，指挥游击队先后取得卢
家庄、四甲坝、四扬坝等战斗的胜
利，有力推动了该地区游击战争的
开展。1930 年春李超时与何昆参
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14 军，何
昆任军长，李超时任政治委员。

1931年 6月，李超时与妻子吕
继英一起在镇江被国民党当局逮
捕，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和威逼利
诱，他坚贞不屈。国民党江苏省主
席叶楚伧亲自劝降，他严词痛斥。
9 月 19 日在镇江北固山英勇就义，
年仅25岁。

“我们牺牲了，江北的工作是
不会完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
的，共产党一定会胜利，活着的一
定要斗争。”这是李超时在牺牲前
留下的遗言。

李超时：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

新华社纽约 7 月 27 日电
（记者长远 杨士龙） 位于美国
纽约曼哈顿中城的特朗普大厦当
地时间 27 日傍晚发现数个可疑
包裹，纽约警方调查后表示包裹
内并无危险物。

纽约市警察局公共信息处警
官文森特·马尔凯塞当晚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证实说，
警方在包裹中暂未发现危险物。

据当地电视台报道，纽约警

方在接到报警后立刻派防爆小组赶
赴现场，在大厦不同位置发现了四
个不明包裹，并一度封锁了大厦所
在的第五大道东 56 街至 57 街段。
晚 7时左右警方宣布警报解除，街
道也重新开放。

目前纽约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包裹里的物品及其来源。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并不在大
厦中。这栋 58 层大厦的产权归特
朗普及特朗普集团所有。

7月27日，在美国纽约，警察在特朗普大厦外警戒。（新华社/路透）

纽约特朗普大厦发现可疑包裹

新华社路易港 7 月 27 日电
（记者严明 文浩） 27 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抵达毛里求斯共和国，过
境并进行友好访问。

当地时间晚9时15分许，习近
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拉姆古兰国际机
场。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到机场
迎接。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下
舷梯，贾格纳特和夫人科比塔迎上
前去。科比塔向彭丽媛献上鲜花。

贾格纳特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

隆重欢迎仪式。
两国领导人登上检阅台。军乐

队奏中毛两国国歌。在贾格纳特陪
同下，习近平检阅仪仗队。现场奏
响中国歌曲 《我的中国心》。检阅
后，两国领导人共同前往接待大
厅。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毛方迎接人
员握手。贾格纳特夫妇同中方陪同
人员握手。

两国领导人亲切交谈。习近平
表示，我刚刚抵达就感受到毛里求

斯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
谊。中毛关系友好。我期待同总理
先生就中毛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
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贾格纳特
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过境毛
里求斯并进行友好访问，很荣幸接
待习近平主席到访，非常期待明天
同习近平主席的会晤。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南非国事访
问并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次会晤后抵达毛里求斯

的。离开约翰内斯堡时，南非政府
高级官员到机场为习近平和彭丽媛
送行。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毛里求斯第一副总理克兰达维
卢、代理大法官巴兰西、议长哈努
曼吉、外长卢奇米纳赖杜等一同在
机场迎接。

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孙功谊也
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过境并访问毛里求斯

据新华社拉萨7月28日电 7
月 25 日至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西藏自
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自治区主席
齐扎拉陪同下，在林芝、山南、拉
萨考察经济社会发展，向西藏各族
人民送上祝福。

在山南市川藏铁路拉林段施工
现场，李克强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他说，这条川藏大通道对西藏发展
和生态保护等意义重大，也有助于

培育西藏发展新动能，是看准要干
的事，要加快全面开工建设。目前
中西部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推动有
效投资补短板，不仅有助于缩小区
域发展差距，也可以应对经济下行
压力。要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强刺激的同时精准施策，多做惠当
前、利长远的事。

李克强还来到拉萨市柳梧双创
基地与青年创客交流，他说，在西
藏开展双创，对于推动向高质量方

向发展意义重大，西藏年轻人投身
市场创业，推动了择业首选进机关
观念的转变，展现出市场活力。双
创空间是你们施展才华的大舞台，
国家会创造更好环境，同时支持西
藏发展技工教育，培养更多急需技
能人才。

大昭寺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门前的唐蕃会盟碑见证
了藏汉民族团结的历史，李克强来到
这里，受到高僧大德和僧众隆重欢

迎，他强调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神
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宗教
界人士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
结和社会和睦继续做出贡献。

李克强充分肯定西藏近年来各
项事业取得的成就，希望西藏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坚持党的治藏方略，推动富
民兴藏，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
团结，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长
治久安。

李克强在西藏考察时强调

加强民族团结 推动富民兴藏

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28日电
记者 季伟

锁定胜局

根据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公布
的消息，在25日投票选举的270个
议席中，正义运动党收获 115个议
席，其主要对手巴基斯坦穆斯林联
盟 （谢里夫派） 和人民党分别获得
64 个和 43 个议席，位居第二和第
三。

选前民调普遍显示，正义运动
党将与穆盟 （谢派） 展开一场“齐
头并进”式的对决，但从选举结果
看，正义运动党的成绩明显好于预
期。

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所长哈立
德·拉赫曼表示，让人意外的是，
正义运动党不但在所获议席总数上
大幅领先穆盟 （谢派），更在穆盟

（谢派） 基本盘旁遮普省的选举中

表现不俗。
巴国民议会共有 342 个席位，

其中 272 席由普选产生。此次选
举，由于有两个议席因故推迟选
举，25日实际投票选举的是270个
议席。

巴基斯坦宪法规定，任何政党
或政党联盟只有在国民议会选举中
获得超半数席位，才有权单独组建
政府。因此，尽管正义运动党取得
国民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仍需
联合其他党派才能组建政府。正义
运动党一名发言人表示，该党已着
手接触潜在组阁伙伴。

新生力量

过去数十年来，巴基斯坦政坛
一直是穆盟 （谢派） 和人民党轮流
执政。此次正义运动党异军突起，
表明越来越多巴基斯坦选民希望国
家有所改变。

在本次选举中，正义运动党提
出的建立清廉政府、改进国家治
理、改善民生以及维护贫困阶层利
益等主张均受到中下层民众广泛支
持。

巴政治分析人士穆罕默德·哈
利指出，穆盟 （谢派） 和人民党轮
流执政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改善
程度不够，再加上腐败丑闻不断，
令民众对两党产生厌倦情绪，许多
人因此想给正义运动党“一次机
会”。

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正义运
动党在选举中表现不俗，也与该党
领导人伊姆兰·汗的个人魅力有关。

伊姆兰·汗曾在 1992 年率领
巴基斯坦国家队赢得板球世界杯，
在巴国内人气很高。作为正义运动
党创始人，伊姆兰·汗一直把打击
腐败、建设廉洁政府作为重要政策
主张，受到巴国内广泛赞誉和支
持。

任重道远

在选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伊
姆兰·汗承诺，正义运动党执政后，
将打造一个“崭新的巴基斯坦”。

他表示，新政府将改善投资环
境，积极发展经贸和扩大就业，改革
税制；把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工作
重心，努力改变贫困阶层在教育、医
疗、收入、就业等领域的不利处境。
此外，他还把打击腐败列为新政府的
工作重点。

在外交方面，他认为巴基斯坦与
美国应建立互利关系；对于印度，他
主张加强两国经贸联系，通过谈判解
决克什米尔问题。

关于中巴关系，伊姆兰·汗此前
多次表示，对华关系是巴外交政策基
石，不论哪个党上台执政，都不会改
变对华友好政策。他表示，愿学习中
国发展经验，重视和坚定支持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认为这对巴国家发展意
义重大。

分析人士指出，伊姆兰·汗的施
政蓝图令人振奋，但把理想转化为现
实并非易事。巴面临的内外问题成因
复杂，难以轻易解决。

拉赫曼表示，当前巴基斯坦面
临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包括出
口 不 振 、 外 汇 储 备 下 降 、 本 币 贬
值、债务风险加剧等。巴国内安全
局势也依然严峻，在本次选举过程
中，恐怖分子制造了多起针对选举
活动的袭击事件，造成 200 多人死
亡。

拉赫曼认为，对于正义运动党这
样一个没有全国执政经验的政党来
说，发展经济和维护安全都将是巨大
的挑战。

巴选举尘埃落定 新执政党任重道远

根据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
28 日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
在 25 日举行的国民议会 （议
会下院） 选举中，巴基斯坦正
义运动党在当日产生的 270个
议席中获得 115个议席，成为
国民议会第一大党。

分析人士认为，在本次选
举中，正义运动党提出的建立
清廉政府、改进国家治理、改
善民生以及维护贫困阶层利益
等主张均受到中下层民众广泛
支持。这是其获胜的主要原
因。 7月 25 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领导人伊姆

兰·汗在投票后向支持者讲话。 （新华社/法新）

这是7月28日拍摄的宝成铁路
山 体 崩 塌 抢 险 现 场 （无 人 机 拍
摄）。

当日 17 时，中断行车 16 天的
宝成铁路顺利抢通，全线恢复通
车。

7 月 12 日至 13 日，因遭遇持
续强降雨，宝成铁路陕西省略阳县
王家沱至乐素河区间山体发生连续
崩塌，7.5 万立方米塌体涌向铁
路，掩埋线路。灾情发生后，中国
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迅速启动
应急预案，组织 1100 余名抢险队
员、60 余台抢险机械参加抢通工
作。 （新华社发）

连续奋战16天

宝成铁路
顺利抢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