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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11月
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 6 届中
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南亚国家互
为友好邻邦和发展伙伴，是休戚与共
的命运共同体。近年来，双方深化各
领域务实合作，经贸往来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中国愿
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

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
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
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
荣美好的未来。

第6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当日在
云南省昆明市开幕，主题为“共享新机
遇，共谋新发展”，由商务部和云南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第6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曼谷11月19日电 当地时

间11月 1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曼谷继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
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会议围绕可持续贸易和投资问
题进行了讨论，习近平指出，自由和
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是亚太经合组织
的宗旨和原则，也是实现 2040 年布
特拉加亚愿景的重要支柱。

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
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构建开放、公平、非
歧视的贸易投资环境，早日建成全
面、高水平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要坚持普惠包容，实现互利共
赢。要突出发展的包容性，打造平等
协商、共同参与、普遍受益的区域经
济合作架构，培育普惠各方的亚太大
市场，让各方在联动发展中实现共同

增长，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合作共赢。
中方提出乡村振兴、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包容性贸易投资等倡议，让发
展和创新成果惠及更多民众，助力亚
太各方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要坚持开放区域合作，共促亚太
繁荣。积极主动扩大开放，全面提
升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中国扩大高
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开放
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前不久，第

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落
幕，再次彰显中国支持自由开放贸
易、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坚定决心。
中国将积极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进
口，为世界带来更多市场机遇、增长
机遇、合作机遇。

会议发表了《2022年亚太经合组
织领导人宣言》和《生物循环绿色经
济曼谷目标》。

王毅参加会议。

习近平继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本报讯（记者 柴胜松 刘挺）11月
19日下午，由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和中
国诗歌学会共同主办的第34届马鞍
山李白诗歌节开幕式在滨江文化公园
大草坪广场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钱沙泉致辞并宣布开幕。省文联主
席、书记处书记陈先发，中国诗歌学会
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胡
弦，省文旅厅副厅长丁光清，中国李白
研究会副会长陶新民，吴桂林等市四
套班子领导，我市部分离退休老同志，
中央、省驻马单位负责同志，劳动模

范、中国好人、道德模范、优秀党员、优
秀党务工作者和群众代表等社会各界
人士出席开幕式。

钱沙泉在致辞中对各位嘉宾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所
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
说，马鞍山依江而生、拥江而兴，秀丽
的山水与厚重的文化在此交相辉映，
形成了独特的长江文化气质。自
1989年以来，我们已经连续34年举
办李白诗歌节，缅怀先贤、致敬诗歌，
不仅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高质量的

文化盛宴，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市的对
外开放。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
记赋予马鞍山打造安徽的“杭嘉湖”、
长三角的“白菜心”新发展定位，按照
省委争做“三高地、两先锋”要求，全力
建设现代化“生态福地、智造名城”。
真诚希望借助李白诗歌节这个平台，
以诗会友、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传承
弘扬诗歌文化、长江文化，礼赞新时
代、奋进新征程；同时欢迎各界人士多
来马鞍山走一走、看一看，邂逅青山绿

水、领略人文魅力、寻觅“诗和远方”。
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观看

了文艺演出。演出分为“诗意山水地”
“生态幸福城”“奋进新时代”等篇章，
通过诗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艺术形
式，充分展示了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良好精神风貌，
全面展现了我市长江文化、诗歌文化
的独特魅力。精彩的演出，赢得了现
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和嘉宾
还参观了长江不夜城。

诗润生态福地 相约智造名城

第34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开幕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为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中国科协、中国银行、中
国联通日前联合印发方案，共同开展“银
龄跨越数字鸿沟”科普专项行动，满足老
年人对信息素养、数字技能和金融知识
等方面的需求，切实解决他们在高频生
活场景中智能应用的现实困难，助力老
年人走进数字时代、享受智慧生活。

根据方案，科普专项行动重点围
绕交通出行、看病就医、金融理财、购
物、就餐等高频应用场景，面向老年人
普及智能技术应用和金融常识，助力
提升信息素养和数字技能。到2025
年，初步构建起上下联动、多元参与、
广泛覆盖的老年人科学素质提升服务
体系，使老年人数字技能稳步提升，金
融知识显著增加，防范金融和电信诈
骗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

方案明确，各级科协和中国银行、
中国联通共同选拔一批专业人员组成
师资队伍，研发通用培训教材。依托
老年科技大学等平台开设不同层次的

培训班，开展精准服务。鼓励各地围
绕智能手机常用软件和高频应用场
景，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老年智慧生
活全媒体课程和实用微课，切实帮助
老年人提升智能技术运用能力。

同时，依托有条件的科技场馆、基
层网点和营业厅举办讲座、沙龙等活
动，开设金融知识、智能手机应用及智
慧家庭等课程，编制发放知识手册。
利用网络平台等加强金融和信息通信
科普资源建设和宣传推广，生产、汇集
一批数字化科普资源，推出一批适老
化公开课，推广一批优秀案例。

方案还提出，组建“银龄跨越数字
鸿沟”科技志愿服务队伍，进社区、进乡
村、进养老机构，面向老年人特别是社
区空巢老人、农村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
开展科技志愿服务和情感支持，并鼓励
亲友、村(居)委会等提供相应帮助。支
持老科技工作者、老专家、老教师等志
愿参与教学培训和科普活动，形成“以
老带老、银龄互助”的特色模式。

“银龄跨越数字鸿沟”科普专项行动助力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记者 王永霞 余萍

大江奔流，轻涛拍岸，仿佛打
着欢快的节拍为庆典伴奏；微风习
习，汽笛声声，争着要把节庆消息
带到远方。11 月 19 日，在全市人
民的热切期盼中，第34届马鞍山李
白诗歌节在滨江文化公园正式拉
开帷幕。

舞台后是连绵青山，舞台边是滚
滚江水，诗歌文化与长江文化在这里
相聚。一首首歌唱城市之兴、生活之
乐、奋斗之志的歌曲、诗歌，一支支展
现江南神韵、好人精神、发展成果的舞
蹈、戏曲，在这里争相绽放。诗意流淌
中，马鞍山文化自信的光芒更加璀璨
夺目。

一次与长江共舞的诗意盛宴

“空气里飘着桂花的香味，秋色
正浓如春光明媚，我们和诗歌如约
相会，欢乐的节日激情如飞……”演
出在大合唱《与诗歌相会》中开场。
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诗，作者就是
马鞍山本土诗人欧震。自2005年与
诗歌节结缘后，欧震便是诗歌节的
常驻嘉宾，他的诗也几乎从未缺席
之后的每届诗歌节。

1000多年前，诗仙李白乘着一
叶小舟来到马鞍山，留下了《望天门
山》《夜泊牛渚怀古》等脍炙人口的
诗篇。马鞍山是李白的终老之地，
诗朗诵《在马鞍山遇见李太白》就为
观众揭晓了李白与马鞍山的不解之

缘。“当你白衣胜雪在鹧鸪声中挥
手，三月就按照你的样子，记录下了
一场旷世的别离……”声情并茂的
朗诵中，现场观众似乎看到一身白
衣的诗仙款款而来，如梦如幻。

12个节目，或传唱历代诗人在马
鞍山留下的不朽诗篇，或呈现马鞍山
人的幸福美好生活，或展示马鞍山人
奋进新征程的昂扬斗志。值得一提的
是，整场开幕式的文艺表演基本由本
地演员和群众文化队伍完成，把舞台
交给百姓，真正体现了诗歌节是人民
节日的特点。

舞台入口处，一群身着淡绿色纱

裙、头上梳着祥云发髻的女孩正在等
待上场，她们都是马鞍山师专的学
生。“从两个月前开始准备，这支舞蹈
是根据舞剧《李白》中的一幕《又见白
纻》改编而来。”编导老师王茜说，排练
过程中，学生们都非常认真，希望这次
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诗歌节，大
家都非常开心。”来自当涂文化馆俏姊
妹舞蹈艺术团的李建宁笑着说，诗歌
节给了基层文艺爱好者展示自我的舞
台，她们都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虽然
排练很辛苦，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

（下转第二版）

江水为伴 唱响诗意之歌
——第34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开幕式演出侧记

本报讯（记者 任德玲 通讯员 孙
园） 11月18日，2022年第三季度“中
国好人”榜单揭晓，当涂县龙升粮油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县残联理事陈增贵
榜上有名。

“诚信为金”是陈增贵最坚定的信
仰。哥哥见义勇为牺牲，临终托孤给陈
增贵，当时年幼的3个孩子最大的10岁，
最小的才3岁。陈增贵一诺千金，始终如
一照顾哥哥的遗孤，直至成人。在乡镇
企业上班，陈增贵不幸发生工伤，留下残
疾，但他并未怨天尤人，反而以更大的热
情投入工作，事事抢着干，时时走在前，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2020年，受疫情和洪涝灾害影响，
陈增贵的农业合作社损失惨重，但他

不忘约定，宁愿负债累累也要按时发
放土地流转金，不欠农户一分一毫。
创业路上，陈增贵始终不忘诚信誓言，
一步一个脚印，在他的带领下，农业合
作社发展成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合作社通过免费供种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收购价格及二次返利，让农户
们每亩地平均增加170多元净收入。

与此同时，陈增贵不忘助残誓言，感
恩社会回报乡里，千方百计帮助身边残疾
人就业、创业，至今已经帮助100余位残
疾人过上小康生活。数十载初心不渝、奉
献无悔，让陈增贵收获了沉甸甸的荣誉。
据悉，陈增贵已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安徽省农民创业带头人”“马鞍山市首届
残疾人自强模范”等光荣称号。

我市陈增贵成功当选“中国好人”

本报讯（记者 高文亮 通讯员 王
瑜 邱雪）11月19日下午，以“共思共研
话创新 赋能长三角发展”为主题的马鞍
山生物医药产业论坛举行，国内生物医
药界众多重量级大咖齐聚马鞍山，共同
探讨国内外生物技术与医药产业的前沿
技术，洞见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助力马鞍
山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中国科学院
院士麻生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俞飚，上海
市生物医药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教授
任大伟等多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默沙
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皓元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等1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
应邀参加论坛。

论坛上，麻生明、俞飚两位院士分
别以《联烯合成的三路方面军》《糖类药
物研发进展》为题作了主题分享。在圆
桌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
分别就生物医药新技术的未来发展趋
势和产学研政如何协调更好赋能地方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分享了各自观点。
其间，慈湖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还就园区
投资环境及生物医药产业进行了招商
推介，并详细介绍了慈湖高新区交通区
位、基础配套、企业落户相关政策等。与
会企业家代表纷纷对慈湖高新区投资
优势、营商环境等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

表示将进一步寻找合作机会。
马鞍山生物医药产业论坛由马鞍

山市人民政府主办，慈湖高新区管委
会、安徽皓元药业有限公司联合承
办。近年来，我市坚决贯彻中央、省战
略部署，着力推进生命健康产业发展，
现已初步形成以现代医药、现代中药、
健康食品、健康旅游、健康体育为代表
的生命健康产业体系，其中，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2021年实现总产值50亿元。

作为我市经济发展主战场之一，
慈湖高新区近年来积极抢抓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围绕做大做强园
区生物医药产业为目标，致力于打造
以化工集中区为依托，以科创基地为
平台，以健康小镇为腹地的生命健康
产业体系，依托皓元医药马鞍山生物
医药公共服务平台优质的技术服务及
辐射带动功能，大力招引长三角区域
知名医药研发机构及企业入驻转移转
化，着重导入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医
疗器械等产业。同时充分整合省内外
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优势资源，通过
建立园区“产业加速器-公共服务平
台-成果转化中心”生物医药循环体
系，着力打造“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
生物医药创新集群。

抛出“橄榄枝”共谋新发展

我市举办生物医药产业论坛

于声声诗吟中感受薪火相传
——第34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拜谒诗仙活动侧记

在光与影中捕捉融合之美
——“聚焦长三角 携手新征程”长三角一体化宁马融合发展

新成果主题摄影展侧记 〉〉2版〉〉2版

第34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开幕式文艺演出现场 记者 储灿林 邵纪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