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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侯国胜 闫鹏
亮） 记者 4 月 10 日从市林业局获
悉，日前，河南省林业厅下发文
件，号召在全省林业系统开展向商
丘市民权林场学习活动。随后，4月
11 日，省委宣传部组织人民日报、
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
国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
电视台、农民日报等驻豫新闻媒体
和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等省主流
媒体聚焦我市林业生态建设进行采
访。

前不久，新华社《黄河故道上
筑起“绿色长城”——河南商丘市
民权林场半个多世纪的生态坚守》，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为
激发我省林业系统干部职工干事创
业热情、进一步推动林业现代化建
设，省林业厅决定开展学习宣传民
权林场先进事迹的活动。通知指
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所
作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
丽中国的战略部署，全省林业系统
要深入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精神
实质和丰富内涵，增强做好林业工
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一
代接着一代干，把我们伟大的祖国
建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
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的优美环
境。通知要求，要学习民权林场人
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优良品质，
学习民权林场艰苦创业、始终保持
拼搏进取的精神状态，学习民权林
场绿色发展的新思路。

为了更好地宣传好优秀典型做
法，4 月 11 日，省委宣传部组织人
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
日报、中国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中央电视台、农民日报等驻豫
新闻媒体和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
等省主流媒体，来到我市，聚焦我
市林业生态建设进行采访。在素有

“河南塞罕坝”之称的民权林场，记
者们亲身感受亚洲十大人工防风林
之一的申甘林带的天然氧吧，用镜
头抓拍黄河故道上“绿色长城”的
最美瞬间，对豫东平原有如此保护
完好的林带啧啧称赞，纷纷表示一
定要把“河南塞罕坝”通过自身的
媒体宣传出去，提高她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让更多的人知晓商丘有一
个68年历史的7万亩林区。

据悉，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和省
直媒体采访团在民权县采访期间，
还深入到该县高新区的部分企业，
进车间、看生产，近距离感触企业
发展的蓬勃生机，决心共同为宣传

“中国冷谷”、为宣传民权天明葡萄
酒再创辉煌鼓与呼。

省
林
业
厅
发
文

号
召
全
省
林
业
系
统
向
民
权
林
场
学
习

中
央
驻
豫
和
省
主
流
媒
体
聚
焦
商
丘
林
业
生
态
建
设

“老兄，给你报个料：我的手
机在泰国掉到大海里，竟然被开封
的游客拾到还给了我。天啊，这种
概率也太小了吧！真是做梦也想不
到的稀巧好事！”4月 10日，商丘
某眼镜店经理陈宇激动地给记者
说。

原来，陈宇不久前去泰国旅
游，坐游艇时不慎将手机掉进海
里。“手机里有旅游时拍的大量照
片及我公司的资料，还绑定了多张
银行卡。”陈宇说，虽然心疼，但
海水那么深，他当时就放弃了找回
手机的念头，只好自认倒霉。没想
到，手机竟然被在该海域潜水的开
封游客赵甲拾到，失而复得。当几
天后陈宇给记者讲述这个离奇的经
历时，还一直说：“至今我都觉得
像一场梦！”

手机遗落后，陈宇于3月26日
带着遗憾回国，回到商丘后就在第
一时间补办了一张电话卡。就在他
几乎要忘记这件旅途憾事时，27
日晚 10时多接到一个电话，对方
称拾到了他的手机。“我当时都懵
了！”陈宇说。

据陈宇讲，打电话的人叫赵
甲，开封人。可巧，赵甲在泰国旅
游时潜水玩，不经意间摸到了一个
手机，手机外面套着一层防水袋，
未被毁坏，于是就带回了。3月27
日，赵甲回到广州，担心失主着

急，便想办法给手机解锁，试图解
锁时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电话号
码，他就拨通了电话，当天便联系
上失主陈宇，并向陈宇要了邮寄地
址，把手机从广州寄到商丘。

“我当时一再跟他说，一定要
邮费到付，但对方不仅替我支付了
邮费，还怕手机被损坏而购买了运
输保险。”陈宇说。两天后，陈宇
收到了丢失的手机。惊喜之余，陈
宇就想着得感谢将手机从国外带回
来的这个好心人。于是，他给赵甲
发微信红包表示感谢，但被对方拒
收。他又在自己工作的眼镜店里精
心挑选了一付太阳镜表达心意，也
被对方拒绝了。于是，他又联系上
本报记者：“商丘人的手机在国外
遗失，竟然被临市开封的朋友捡到
归还，真是缘分呀，咱得表扬一下
这种善举。”

陈宇发自肺腑地感慨道：“物
品不论贵贱，开封朋友赵甲的人品
令人钦佩。”

商丘人不慎将手机掉进泰国大海
开封人在海底拾到手机物归原主

“做梦也想不到的稀巧好事”
本报记者 吴 涛

本报讯（记者 祁 博） 4月10日至11日，市长张
建慧带领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有关负责人到深圳国家
基因库和华大基因集团考察招商，与国家基因库主
任、华大农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梅永红和华大基因集
团副总裁路军就未来农业、精准医疗等方面进行交流
及合作洽谈。

在座谈中，张建慧对华大基因近年来在基因技
术、基因库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
说，商丘是农业大市和人口大市，近年来，随着

脱贫攻坚不断深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
攻坚阶段，农业生产效益亟待提升。同时，商丘
作为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医疗服
务辐射范围广、覆盖人口众多，医疗服务能力和
水平也亟待提升。商丘市与华大基因存在广泛的
合作基础。希望双方深入交流，积极寻找契合
点，强化合作，整合商丘优越的资源条件，依托
华大基因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研究制订一套完
善的方案，进一步提升我市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医疗服务供给能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实现
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梅永红对张建慧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国
家基因库和华大基因近年来的发展状况。他说，商丘
有优越的农业资源和人口优势，对农业、医疗服务等
方面需求旺盛，市场潜力巨大，华大基因对与商丘的
合作充满信心。他表示，将尽快安排团队到商丘调
研，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强化多方面的合作，进一步
服务好商丘发展，服务好商丘人民。

张建慧到深圳华大基因集团考察招商

◆关注博鳌亚洲论坛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

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海
外专家学者和媒体认为，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
下，习主席的演讲为世界指明方向、注入正能量，彰
显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倡导合作共赢以及推进经济
全球化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

宣示继续开放的坚定决心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表
示，习主席的演讲既有对开放和全球化“富有哲学意
义的”论述，也有关于在金融和汽车等领域开放的具
体措施和目标，内容丰富而且非常深刻。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汤之敏
认为，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出的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措施，“在世界
面前彰显了中国坚持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风范”。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战略政策系副教授傅强
说，这一系列举措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
市场的决心，“面对逆全球化思潮，中国的举措具有
重大意义”。

彰显合作共赢的满满诚意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问题专家伊格纳西奥·
科尔特斯说，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出将继续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加强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科学技术项目等多方面合
作，说明中国致力于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

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瓦西里·卡申认为，
“一带一路”建设将催生开放的经济共同体，为实现
这一目标，推行贸易自由化是必然选择。

肯尼亚美国国际大学公共政策学讲师斯蒂芬·恩
代格瓦说，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将为世界各国带来更多
发展机遇，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洲国家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落脚点，中国的资金和技
术可以同非洲的自然资源、人口红利和市场潜力结
合，为非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展现捍卫全球化的大国担当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国际经济学讲师盖里雄·伊基
亚拉说，习主席在演讲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
转的时代潮流，同时强调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
国策，这表明中国将继续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

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盖琳说，中国在全
球化的大背景下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并以身作则，遵
守和维护世界秩序和规则，因而受到各国欢迎是必然
的。

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咨询公司副总裁罗伯
特·霍马茨说，习主席的演讲“非常好地描述和阐释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认为，中国坚定支持在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推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将在维

护全球经济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与记者：李奕言、陈家宝、李晓渝、杨士

龙、张墨成、张一驰、吴昊、栾海、郑江华、金正、
应强）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回应世界期待 彰显中国担当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巧手织就幸福生活

▲4月11日，睢阳区临河店乡程庄村的贫困户在扶贫车
间赶制鞋配件儿。该区把“扶贫车间”建在农户家门口，实
现了“就业一人全家脱贫”目标。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4月11日，工人正在谷楼村精准扶贫车间赶制舞台演
出服。谷楼村是睢阳区李口镇唯一一个贫困村，精准扶贫车
间于去年8月份投产使用，主要加工网销服装等，有效带动了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俺住在乡下，不像城里，
农村一般不会有查酒驾的，喝点
酒开车回家没关系。”近日，笔
者在乡下一个小餐馆吃饭时听到
邻桌有人这样说。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可为什么
至今还有一些人明知酒后驾车的

危害性，却总管不住自己的嘴
巴。没错，农村查处酒驾确实没
有城里那么严，但查得不严也不
可任性和随意喝酒。酒驾一旦酿
成事故，无论在哪里，都会危及
他人生命并且酒驾者自身也将负
出沉重代价。

笔者以为，作为公安交警主

管部门，除了严查城市道路交通
参与者酒后驾车等违法行为以
外，也要把目光转向农村，经常
调集一些警力深入到农村查查酒
驾，并且在执法过程中，多向广
大农村司机宣传酒后驾车的危害
性，让他们能够养成文明开车，
敬畏生命的好习惯。

农村不应成为治理酒驾盲点
□徐曙光

彭家珍：慷慨赴死为共和

为国捐躯宋教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