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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记者 赵卓昀 于荣

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 6 月 30 日在板门店与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握手会
面。随后，特朗普跨越军事分
界线来到朝方一侧，成为朝鲜
战争停战以来踏上朝鲜国土的
首位美国在任总统。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朝鲜
停战协定签署后近 66年来美国
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首次在板门
店会面，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也释放出积极信号，有助于打
破朝美对话僵局，推动半岛问
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朝美各有考量

特朗普与金正恩在会面中
均表达了继续对话以及改善双
边关系的意愿。

此 次 板 门 店 会 面 看 似 突
然，但实际上是各方不断探索
的 结 果 。 过 去 一 段 时 间 来 ，
朝、韩、美均作出一些积极姿
态，力求打破对话僵局。

据朝中社 4 月 13 日报道，
金正恩说，如果美国“以正确
的态度、正确的策略”提议
举 行 朝 美 领 导 人 第 三 次 会
晤，“我方愿意再见一次”。6
月 11 日，特朗普说，他收到
金正恩来信，这封信“很热
情、很友好”。次日，正在挪
威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呼
吁金正恩和特朗普早日再次
会晤，以维持朝美之间的对
话 势 头 。 6 月 23 日 ， 朝 中 社
说，金正恩收到了特朗普亲
笔信，金正恩表示，“信中包
含良好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认
为，朝美领导人此次板门店会
面背后有着各自考量。

对于美国而言，由于此前
的美朝领导人河内会晤无果而
终，美国国内对于对话解决朝
核问题的质疑声增大。特朗普
再度与金正恩会面，表明他仍
希望通过对话方式来处理半岛
问题。其次，美国总统选举将
于明年举行，特朗普希望借会
面给自己竞选连任加分。

王俊生说，朝鲜方面也希

望继续通过对话来改善与美国
的关系。当前，朝鲜国内战略
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通过
与美国对话可以创造有利国际
环境，有利于朝鲜实现发展经
济的战略目标。

有助打破僵局

由于双方在弃核步骤和方
式上无法消弭分歧，特朗普
与金正恩今年 2 月底在越南河
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未能取
得实质性成果。而这次在板
门店的短暂会面对于打破朝
美对话僵局是否会有实质性
帮助？

韩国庆熙大学国际政治学
教授朱宰佑认为，此次会面有
助于继续保持朝美对话的动
力，也显示了朝美领导人通过
对话解决问题的意愿、信心和
灵活度，有助于两位领导人就
双方下一步实务层面的谈判达
成共识并沟通立场。

王俊生认为，此次会面主
要有两方面积极意义：一方
面，可以为朝美对话注入新的
活力。这次两国领导人会面虽
然时间不长，但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驱散河内会晤带来的不乐
观气氛，使对话继续朝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

另一方面，此次会面具有
重要的象征意义。过去，美国
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
马等都曾去过朝韩非军事区，
但基本上是对朝鲜施压。而这
次特朗普到非军事区是为了与
金正恩会面。这对于正在由对
峙走向缓和的朝美关系，是一
个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半
岛问题专家哈里·卡齐亚尼
斯认为，美朝领导人此次会
面以及特朗普跨过朝韩军事
分界线都有着“历史性”意
义，对于增强美朝互信至关
重要。下一步，要看美朝实
务 层 面 官 员 能 否 继 续 接 触 ，
就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构
建达成协议草案。

但他同时指出，美国方面
必须认识到，行动对行动的原
则是半岛问题的唯一解决之
道，美朝双方必须采取同步原
则，建立起真正的互信。

板门店“金特会”
释放积极信号

记者 金君俐

6月11日，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在
杭州召开新闻发布会，丽水市委书记
胡海峰发布丽水弘扬践行“浙西南革
命精神”的核心成果，“浙西南革命精
神”内涵表述语为“忠诚使命、求是挺
进、植根人民”。

也就在这一天，记者和全国 200
多名党媒的同行一起，走进丽水，参
加由中国报业协会和中共丽水市委
宣传部共同主办的采访活动，追寻浙
西南红色印迹，感悟“浙西南革命精
神”，见证今日的丽水在弘扬践行“浙
西南革命精神”中，所汇聚起“丽水之
干”的磅礴力量。

在浙西南特委四任书
记雕像面前重温初心

丽水是浙江省唯一的所有县
（市、区）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
市。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刘英、
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丽水籍革
命先驱留下了光辉战斗业绩，缔造了
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

6月12日，我们走进了浙西南革
命根据地纪念馆。

纪念馆内矗立着一座群雕，刻画
的是先后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浙西
南特委四任书记。他们是宗孟平、黄
富武、许信焜和张麒麟。宗孟平于
1935 年 6 月上旬担任浙西南特委书
记，7 月初就壮烈牺牲。黄富武在当
月接任书记，三个月后，也就是 1935
年 10 月不幸被捕，并于 12 月英勇就
义。1936年6月，浙西南特委重建，许
信焜担任书记，次年 6 月许信焜牺
牲。1937年12月，浙西南特委再次重
建，张麒麟任书记。1942 年 5 月特委
机关遭敌袭击，张麒麟为掩护同志突
围而牺牲。

在群雕前，记者久久驻足，心情
难以平静。看着他们，我们看到了共
产党人是怎样的前仆后继，为了人民
的利益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己的一
切。先烈用自己鲜红的热血，向世人
展示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并成
为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心灵拷问：你，
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入党？在艰苦卓绝
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们凭着共产党
人的坚定信念，抛头颅洒热血，换来
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今天，在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新的
征程中，只要我们永远怀着这种为了
人民、为了民族可以不惜牺牲自己一
切的初心，那么，在今后的前进道路
上，我们还有什么战胜不了的艰难险
阻呢？

当前，丽水市委在全市开展了
“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活动，正
在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把红色精神转
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途上的无
穷动力。

古堰画乡小镇的“红”
与“绿”

丽水，又是“两山”理念的重要萌
发地。丽水的干部群众，牢记着习近
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创新的精神探索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有
效通道，成就斐然。

12 日下午，记者一行来到莲都
古堰画乡小镇。这是一个多么清新、
秀丽的地方，水碧如玉，山青如黛，如
诗如画，让人沉醉其间，忘记了时间
的流逝。

据丽水的同志介绍，2006 年 7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曾来这里考察。正是此次丽水之行，
习近平同志作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对丽水来说尤为如此”的重
要论断。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莲都人没有
辜负习近平同志的期望。“绿水青山”
依旧，而且一座通往“金山银山”的“桥
梁”也已初步形成。这里，早已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而且正在向 5A全力
冲刺，去年接待游客量达到176.9万人
次；各种绿色产业联动发展，“旅游+艺
术”“旅游+教育”“旅游+基金”“旅游+
农业”……红红火火，焕发出勃勃生
机；景区核心区居民人均收入从2005
年的4325元增加到去年的39000元，
增幅达到9倍。

而红色，不仅给丽水人民提供了
创业奋进的无穷的精神力量，也给今
天丽水的绿色发展增添了许许多多
极其宝贵的特殊资源。

伫立在瓯江边，看着古堰画乡这
一片静谧的绿，你也许想象不到，在
革命战争年代，这里也曾红得那么热
烈、红得那么壮丽！

1937年2月，粟裕率红军主力突
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路过这里，因
暴雨江水猛涨，一只渡船被敌人监
控，过渡受阻，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
险，采取多种形式摆渡送红军过江，
使红军得以冲出包围去开辟新战场。

“当时红军到这里后准备向遂昌
方向出发，但此时敌人已经有所戒
备。由于当时洪流猛涨，河上漂浮着
许多木头，当地老百姓急中生智，把
红军战士们乔装成农民，假装大伙儿
去捞木材，再用民船将他们一批批地
偷偷运送过江，就这样顺利突围。”同
行的丽水日报记者这样跟我们讲述。

类似这样扣人心弦的革命故事，
在这青山碧波间，发生过许多、许多。

如今，怎样挖掘利用好这些红色
资源，使它们成为全域旅游发展的重
要支撑，正是当地干部群众在重点思
考和探索的课题。据介绍，“古堰画乡
红色文化基地”等项目已经被列为景
区景点丰富拓展的重点。

乡愁经济：小小烧饼闯
荡全球

与丽水绿色经济相伴相生的，还
有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乡愁经济”。

13 日下午，在缙云，我们参观了
饶有趣味的“烧饼博物馆”，了解了这
金黄色的小饼“闯荡”全球的故事。

炉传三百世，饼香五千年。烧饼
是缙云最出名的传统美食，也是天南
海北缙云人永远抹不去的儿时记忆。
2013 年底，缙云县委县政府决定把
烧饼产业的振兴作为发展“乡愁经
济”的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次年 2
月，县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工
作机构——“烧饼办”，全称是“缙云
烧饼品牌建设办公室”。

其实，在当时已有不少缙云的烧
饼师傅走南闯北，在全国许多城市经
营一份小生意。但是，力量分散导致
无法形成统一的品牌价值，各自为战
又造成品质良莠混杂，总是在街头巷
尾占据一个小角落，又难免给许多人
带来它“价廉低端”的刻板印象。

“烧饼办”成立后，便统一缙云烧
饼的品牌标识，制定烧饼制作的规程
标准，创建烧饼师傅基地、定期开展
培训……在品牌建设的推动下，缙云
烧饼的名气也越来越响，先后被评为

“中华名小吃”、首届中国旅游金牌小
吃，2016 年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如今，缙云烧饼在全国 20 多个
省（区、市）开出了 485家品牌授权示
范点。小小烧饼，还走出国门，闯荡世
界。在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阿
联酋等地，人们都可以看到它的身
影。去年，缙云烧饼销售收入达到 18
亿元。如果再算上对缙云相关产业链
的带动，这小小烧饼的“能量”还真不
容小觑。

浙东和浙西南：跨越世
纪的握手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宁波共
产党人就和丽水共产党人结下了深
厚的革命情谊。

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记
者看到一块展板，专门展示着浙东抗

日根据地的抗币票样，展板下面的文
字说明如此记载：“浙西南去浙东联
系工作的同志，用浙东区党委给予的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里通行的抗币，购
买当地的棉花、土布，挑回浙西南后
出售，将所得收入作为党的活动经
费。”

据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1941
年发生的皖南事变，使浙西南笼罩在
白色恐怖之中，浙西南革命事业面临
严重危机。直至 1944 年春和 5 月，中
共处属特委、闽浙边临委先后与浙东
区党委取得联系，得到浙东区党委的
工作指导和经费支援，终于使浙西南
的革命斗争走出困境。

在今天，“山海协作”又使宁波人
民的手和丽水人民的手紧紧地握在
了一起。

去年10月30日，省委副书记、宁
波市委书记郑栅洁在与来甬考察的
丽水市党政代表团一行座谈时，指
出：“丽水的生态环境特别美，绿色发
展的态势特别好，乡村振兴的标准特
别高，干部群众的干劲特别足，这些
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郑栅洁
表示，宁波与丽水的山海协作潜力
大、前景广，我们要抓紧落实双方签
订的合作协议，一项一项扎实推进，
确保产业合作、民生帮扶、干部人才
交流等达到预期成效。在此基础上，
坚持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起
来，立足宁波的开放、港口、市场、渠
道优势和丽水的生态、资源优势，进
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
共同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

去年，宁波市委、市政府在全省
率先出台了《关于深入实施山海协作
工程的若干意见》，宁波与丽水实现
了县级结对全覆盖。

就在今年5月底，满载着70标准
箱货物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班列缓缓
驶入北仑站，丽水宁波舟山港班列顺
利完成首发。这，对于丽水综合物流
体系的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丽水丰富的绿色名优产品，将通过宁
波舟山港的中转，被运送到世界各地
的消费市场。

也同样在 5月底，丽水经济技术
开发区与宁波杭州湾新区签署山海
协作工程合作协议书。杭州湾新区在
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给予丽水开
发区 100亩“飞地”。这块“飞地”完全
由丽水开发区负责建设、招商和运营
管理，将成为丽水全面对接沪杭甬，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特殊纽带和重
要平台。

祝愿丽水的明天更加美好。记者
相信，大海与高山之间的深情厚谊，
将在新时代谱写出更加动人的乐章！

“红绿融合”，挺进在全面小康路上
——丽水采访纪行

新华社首尔 6 月 30 日电
（记者陆睿 耿学鹏） 正在韩
国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30
日在板门店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握手会面。随后，特朗
普跨越军事分界线来到朝方一
侧，成为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踏
上朝鲜国土的首位美国在任总
统。

这是两人继新加坡会晤和
河内会晤后的第三次会面。之

后，特朗普和金正恩再次跨越
军事分界线，来到韩方一侧，
与等候在“自由之家”的韩国
总统文在寅举行共同会面。

当天早些时候，文在寅在
青瓦台与特朗普举行了约一小
时的会谈。文在寅在会谈后举
行的共同记者会上说，这将是
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签署 66年来
美国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首次在
板门店会面。

特朗普与金正恩
在板门店握手会面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记者
安蓓 王雨萧） 7 月 30 日起，外资
进入船舶代理、城市燃气、电影
院、演出经纪机构、增值电信、油
气勘探开发等限制将进一步放宽或
取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6
月 30日发布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 措 施 （负 面 清 单）（2019 年
版）》，清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

两部门同日发布了 《自由贸易
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19 年版）》，清单
条目由45条减至37条。两份清单均
将于2019年7月30日起施行。

2019 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

一系列领域推出新的开放措施：
推进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
交通运输领域，取消国内船舶

代理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
基础设施领域，取消 50万人口

以上城市燃气、热力管网须由中方
控股的限制。

文化领域，取消电影院、演出
经纪机构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

增值电信领域，取消国内多方
通信、存储转发、呼叫中心 3 项业
务对外资的限制。

放宽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准
入——

农业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资

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发的规定。
采矿业领域，取消石油天然气

勘探开发限于合资、合作的限制，
取消禁止外商投资钼、锡、锑、萤
石勘查开采的规定。

制造业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
资宣纸、墨锭生产的规定。

同时，将继续发挥自贸试验区
开放“试验田”作用。在全国开放
措施的基础上，2019 年版自贸试验
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取消了水产品
捕捞、出版物印刷等领域对外资的
限制，继续进行扩大开放先行先试。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发
布实施 2019 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的重要举措。本次修订负面清单
深入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在服
务业、制造业、采矿业、农业推出
了新的开放措施，在更多领域允许
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在自贸试验
区继续进行开放试点，将构建更加
开放、便利、公平的投资环境，推
进更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合作。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是我国实行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
基本依据。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
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给予国民待
遇。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在负面清单之
外的领域单独针对外资设置准入限制。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发布

7大领域将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

这是 6 月 14 日无人机拍摄
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

截至 6 月 30 日，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各建设主体负责的主
要工程项目均如期顺利竣工，
完工项目一次验收合格率均达
100%。大兴国际机场工作重心
从工程建设转入运营准备。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凤凰展翅

北京新机场
如期竣工

6 月 30 日，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板门店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握手会面后，跨越军事分界线来到朝方一侧。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