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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九月小十四 九月廿六 霜降

今天多云到阴 温度:最低21℃ 最高25℃ 偏北风3-4级，中午前后转4-5级
明天多云到阴 温度:最低19℃ 最高24℃ 北到东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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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函贺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
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10 月

11 日 ， 2019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

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开幕， 国家主席

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 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 数字经济蓬

勃发展， 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

式， 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全球治理

体系、 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

习近平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发展

数字经济， 在创新、 协调、 绿色、 开

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 中国

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 、 产业数字

化， 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希望与会

代表深化交流合作 ， 探讨共享数字

经济发展之道 ， 更好造福世界各国

人民。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由工业

和信息化部、 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 本届数博会以 “数字经济引领高

质量发展 ” 为主题 ， 将举行综合展

览、 智能雄安高峰论坛、 企业项目对

接等活动。

携手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
在深邃星空下的海岸神庙，两国领导人

畅谈各自国内发展，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双方一致认为中印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本报印度金奈10月11日专电 （特

派记者卢山 章华龙）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日在金奈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从下榻饭店驱车前往马哈巴

利普拉姆古寺庙群。 沿途随处可见习近

平主席大幅照片， 成千上万各界群众和

青年学生挥舞中印两国国旗夹道欢迎，

身着民族盛装的青年男女欢快击鼓， 载

歌载舞。

莫迪在入口处迎接， 对习近平来到

金奈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表示， 去年

我同总理先生在武汉成功举行会晤， 引

领中印关系进入新阶段。 我很高兴应你

邀请来到印度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 对

印度的了解可以更进一步。

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建于公元7

至8世纪， 由阿周那石雕、 五战车神庙、

海岸神庙等古迹组成。 莫迪陪同习近平

一一参观并亲自做讲解 。 两国领导人

边走边谈 ， 深入交流 ， 共话文明对话

互鉴。

习近平指出， 泰米尔纳德邦同中国

的交往历史悠久， 自古同中国海上贸易

联系密切， 是古丝绸之路的海上货物中

转站。 中印都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

古国， 交流互鉴绵延至今。 两国先辈们

克服重重障碍， 开展广泛交流， 推动文

学、 艺术、 哲学、 宗教发展和传播， 双

方均受益良多。 中印人文交流大有潜力

可挖。 双方要以明年中印建交70周年为

契机， 开展更广领域、 更深层次的人文

交流， 共同倡导和促进不同文明对话交

流， 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更加持久的推

动力， 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莫迪表示， 我们所在的这个古寺庙

群是印度文化遗产和建筑的杰出代表，

见证了印中两国跨越十几个世纪的文明

交流和悠久的历史联系。 经过几千年的

发展， 印中两国现在都已经成为重要新

兴经济体， 加强交流合作， 对于两国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也将促进全球进步繁

荣。 印中文明古老深刻， 其蕴含的智慧

可以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提

供启示。

习近平在莫迪陪同下观看了代表

印度古老文明的婆罗多舞等印度古典

舞蹈。

在深邃星空下的海岸神庙， 面对着

浩瀚无际的印度洋， 习近平和莫迪畅谈

中印各自国内发展 ， 交流治国理政经

验， 一致认为， 中印要相互尊重、 相互

学习、 相互借鉴， 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

荣， 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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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助力进博会成交
上海银行业两大金融配套服务方案发布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上海市银行

业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人民币

跨境贸易融资服务方案和自由贸易账

户离岸转手买卖金融服务方案昨天发

布， 将全力以赴做好金融服务配套工

作，以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助力进博会

成交。

为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在进

博会期间的应用，进一步支持上海自贸

试验区新片区建设、辐射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市金融

学会跨境金融服务专业委员会在监管

部门指导下， 汲取同业工作经验及建

议，制定了围绕开户、融资、结算、同业

支持等方面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

的框架性方案。该方案有利于优化进博

会非居民客群开户和授信服务，为其提

供便利适用的人民币贸易融资产品，鼓

励在同业互利基础上开展人民币跨境

贸易融资的再融资，全方位分层次多形

式地提供服务。沪上银行业将主动对接

海外招展中境外参展商，通过各类形式

推介进博会相关政策及服务， 在咨询、

开户、汇兑、结算、投融资、现金管理等

各方面为其提供全面完整的参展配套

服务。

支持离岸转手买卖有利于加快推

动建设符合国际惯例、公正透明、规范

有序的制度体系，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与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上

海地区基于自由贸易账户开展离岸转

手买卖业务，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人民币

跨境使用、促进资金互联互通，将上海

打造成为境内外金融资源配置与合作

共赢的重要节点，形成优良的金融生态

环境。此次发布的自由贸易账户离岸转

手买卖金融服务方案提出，要尊重商业

惯例、破除短边效应、把握展业原则、重

建业务生态、健全管理机制，支持面向

进博会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离岸转手

买卖金融服务。

为助力第二届进博会 “办出水平、

办出成效、越办越好”，市金融学会跨境

金融服务专业委员会昨天向本市银行

业发起同业倡议，并举办上海市银行业

第二届进博会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启

动仪式，号召本市中外资银行积极加入

人民币跨境贸易金融服务提供方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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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热点聚焦

上海市社联主席王战教授：

是千年江南经济成就了江南文化

有风雷激荡亦有冷暖人情

电视剧《外交风云》成年轻人爆款

东海之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这一上海市域内每

天最早升起太阳的热土， 开启了一段前

所未有的开发开放新征程。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四天完成特斯

拉项目的竣工通水，五天发齐社会投资类

产业项目落地的“关键四证”，已具备签约

落地的储备项目达到70余个、涉及总投资

近1000亿元……自 8

月 20日新片区揭牌

以来 ，一个个 “临港

数字 ”背后 ，透射出

的是强烈的使命感

和紧迫感。

未来之城， 生机

勃勃。 一大批重大政

策和制度创新接连推

出， 一大批重大项目

和工程不断落地 ，一

大批高端人才持续引

入， 临港新片区迎来

新热度、跑出新速度、

迈向新高度， 显示着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新引擎正全面发

力……

从今天起， 本报

推出 《临港观察 》专

刊， 向读者呈现临港

新片区发展的多元样

貌， 介绍各方对新片

区的最新研究， 讲好

临港建设者充满激

情、 砥砺奋进的鲜活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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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今起推出《临港观察》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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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张开双臂迎接全球投资者
■新片区举行招商推介会，目前已具备签约落地

储备项目70余个，涉及总投资近1000亿元

顶级商圈后街，告别最后333只手提马桶

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攻坚啃硬”拆解背街小巷居民“如厕难”，

提前打赢“1平方米马桶”改造收尾攻坚战

在没有厨卫配套设施的老旧房屋

内要 “安插” 一只抽水马桶， 这与你

所设想的排管、 安装之间相隔着十万

个 “难” 字。

难， 真的难。 且不论能不能 “挤”

出这接近 1平方米空间容马桶落地， 还

有无数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坎儿———二楼

居民要装马桶， 管道不得已 “绕行” 楼

下居民的外墙或窗口， 楼下不答应了：

“风水不好”； 小区内部协调好了， 却发

现小区排污管道与马路市政管网间的水

平高度有落差， 不解决这个问题， 污水

回逆， 一切 “白搭”； 还有人户分离的

房东， 一间房租给两家人， 一家要装，

另一家拒绝， 房东当起 “甩手掌柜”：

“你们自己协调” ……

繁华的南京西路商圈， 高耸的亿

元税收楼宇， 其身后的背街小巷， 那

一大片百年以上历史保护建筑及综合

旧里， 还承载着一种截然不同的逼仄

和芜杂。 石门二路街道， 静安区面积

最小的街道， 却有着最丰富、 最复杂

的居民房屋类型。 告别手提马桶， 一

度是生活在这儿的人们最迫切、 也最

难熬的念想。 经过前些年改造， “如

厕难 ” 进入 “收尾攻坚 ” ， 还剩 333

户需要以 “啃硬” 的魄力才能拆解难

题， 让马桶告别日常走入历史。 去年

以来 ， 石门二路街道坚持党建引领 ，

发挥居民区党组织在小区综合治理中

的核心作用， 用好沉网入格的微网格

平台， 通过党建联建共同推动 “1 平

方米马桶” 改造实事工程。 本周， 石

门二路街道挥别了辖区内最后一只手

提马桶。

每只马桶背后都有一个
百转千回的故事

这最后 333 只马桶， 几乎每一只

都能牵扯出一个百转千回、 沉重繁复

的故事来。

徐隽 ， 恒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

333 只马桶中有 258 只散布在恒丰居

民区内。 她说， 难就难在马桶背后的

各种情理交织、 矛盾交叠中。

比如， 有个门洞内共 15 户人家，

其中 10 户居民住二楼以上， 都要求分

别安装抽水马桶。 砖木结构的房屋内

部空间本就被分割得七零八落， 无法

加装管道， 排污管只能从外墙走。 可

以想象， 十根管子同时从各方延伸至

底楼外墙， 底楼居民怎么会答应。 一

户人家说 ， 妻子大病初愈 ， 这样的

“风水” 要不得； 另一户老人说， 楼上

马桶位置就在自己卧床上方， 地板厚

度二厘米， 肯定睡不好。

双方都情理有据， 空间又无法腾

挪， 居委会干部一边与施工队商量优

化管道排布方案， 一边向居民释理释

情。 最后， “趴” 在外墙的管道被尽

量隐蔽、 美化处理， 而楼上马桶的位

置也巧妙错开楼下居民主要起居点位。

今年 10 月 7 日， 该居民区最后一只改

厕抽水马桶顺利安装。

武定路 116 弄， 巷子里有超过百

岁的历史保护建筑， 也有建于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旧里 ， 唯一相同的是

“七十二家房客” 的窘迫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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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住在社

区几十年，总

算作别手拎

马桶，说起改

造的好处，老

人喜上眉梢。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10月11日，习近平在金奈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