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
(上接 1 版)

第二，同阿富汗开展接触对话。
从理性务实角度出发， 同阿富汗各
方展开互动， 引导推动阿富汗新的
政权架构更加开放包容， 奉行温和
稳健的内外政策， 同世界各国特别
是周边邻国友好相处。

第三， 帮助阿富汗人民渡过难
关。 要及时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
和抗疫支持， 帮助阿富汗人民纾忧
解困。 中方已宣布尽快发运一批紧
急援助物资， 并将持续提供更多力
所能及的帮助。 作为阿富汗困难局
面的始作俑者， 某些国家更应该吸
取既往教训， 对阿富汗未来发展承
担应尽责任。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方愿同各方
加强沟通协调、携手努力，支持阿富
汗人民走向光明未来，维护本地区持
久和平和安宁。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主持峰
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
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基斯坦总
理伊姆兰·汗、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
尔济约耶夫、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
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伊朗总
统莱希与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
总理莫迪以视频方式出席峰会。

丁薛祥 、杨洁篪 、何立峰等参
加峰会 。

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
在塔吉克斯坦现场与会。

李锦斌王清宪巡视农交会展馆

(上接 1 版)在宿州、蚌埠、亳州、六安
等展厅， 李锦斌对展示的特色农产
品赞不绝口，叮嘱要通过举办“云展
览”“云对接”等形式，实现“互联网+
农业+金融 ”有机融合 ，推动产供销
更加精准对接，打造永不落幕的“网
上农交会”，着力用信息化赋能现代
农业高质量发展。 得知去年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的阜阳蒙洼蓄洪区 ，依
靠发展芡实产业脱贫致富， 变水患
为水利、变劣势为优势，李锦斌高兴
地说，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因地制
宜发展适应性农业， 让老百姓日子
越过越红火。 在芜湖、安庆等展厅，
李锦斌提出要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
发展，强化有机肥施用、保护性耕作
等措施， 不断提高农业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水平。

随后， 李锦斌一行来到综合展
区，与参展企业代表亲切交流，热忱
欢迎他们来皖投资兴业、开拓市场，

勉励他们强化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
努力成为农业现代化的 “主力军”。
得知正在上海筹建长三角绿色农产
品展示交易服务中心， 李锦斌高兴
地表示， 要充分利用农交会这个农
业对外开放和农产品市场开拓的重
要平台， 加快推进长三角绿色农产
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 加强与
沪苏浙产销对接和高端市场衔接 ，
加大 “双招双引 ”力度 ，真正成为长
三角地区的 “米袋子”“菜篮子”“果
盘子”。

美丽休闲乡村馆重点展示乡村
休闲旅游与农耕文化有机结合的丰
硕成果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李锦斌等一路
走一路看，强调要进一步做好融合文
章，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红色旅游，推
动“文创+”升级，努力打造产业强、生
态美、乡风好、治理优、百姓富的新阶
段幸福新农村。

总值班 18955179501（日夜 ） 编辑部传真 65179872（日夜 ） 集团办公室 65179014 编委办公室 65179030 总编办公室 65179021 新媒体中心 65179029（邮箱：ahrb2012@sina.cn) 审读考评办公室 65179144
政治新闻中心 65179190 经济新闻中心 65179250 文化新闻中心 65179166 出版部 65179189 视觉新闻中心 65179191（邮箱：shyb@vip.163.com) 理论部 65179251（邮箱：ahrbllb@163.com) 评论部 65179148
来稿编辑部 65179228（邮箱 ：lgbjb@ahrb.com.cn) 记者部 65179232 群工部 65179258 信息技术中心 6５１７９２６５ 广告中心 6５１７９３16 安徽报业发行公司 ６５１７９５６７ 印务中心 65333661 新闻研究所 6５１７９178

零售价：1．50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承印
昨日开印 3∶15印完 6∶00

本报地址
合肥市潜山路 １４６９ 号
邮政编码： ２３００７１

电

话

责编/刘良慧 王杨 版式/李晨20２1年 ９月 １８日 星期六要 闻4

做
好
加
快
横
琴
粤
澳
深
度
合
作
区
建
设
这
篇
大
文
章

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9 月 17 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揭牌仪式举行。
这是贯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健全粤澳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新体制的重大举措， 为做好加快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这篇大文章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为澳门长
远发展注入重要动力， 推动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开发横琴是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横琴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制度创新深入推进，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同
时，横琴实体经济发展还不充分，服务澳门特征还不够明显，与
澳门一体化发展还有待加强，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任重道远。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指出，以更加有力的开放举措统筹推进粤澳深度合作，大力发展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 加快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
就业的新家园，着力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不
断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 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为澳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注入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产业
多元发展创造条件。”横琴地处珠海南端，与澳门一水一桥之隔，
具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 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
要平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赋予合作区“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
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并结合国家发展大局和澳门实际情况，
提出了合作区建设分步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主要任务，顺应了
澳门同胞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贯彻落实，必将为澳门经济发
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力推动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澳
门长期繁荣稳定。

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充分表明了中央进一步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决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澳门长远发展和民
生改善的有力支持以及对澳门同胞福祉的最大关爱，充分彰显了
中央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实践的坚定信心。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粤澳双方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合作区建设。 现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已
经成立，接下来要抓紧制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的实施方案，加强组织实施，提升粤澳合作水平，创新发展模式，
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取得实质进展和显著成效。

蓝图已经绘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扬帆起航。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做好加快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这篇大文章，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拓展粤澳发展空间，引领带动
粤澳全面合作，就一定能谱写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载 9月 18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安徽造”精确指引航天员回家路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 通讯员 陈

永生）9月17日13时34分， 在全世界关
注的目光下，载着亿万国人牵挂与梦
想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
功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安全
顺利出舱。 在返回、着陆过程中，由位
于合肥的中国电科38所自主研制的
“Ka频段中继卫星通信设备”，在保障
现场的搜救通信工作中起到关键性
作用，“点亮”了航天员们的回家之路。

记者连线采访了正在着陆场现
场参与搜救任务、来自天地信息网络

研究院的工程师胡军。 他向记者描
述：返回舱着陆后，空中直升机搜索
分队随即飞抵着陆点附近，其后地面
各搜索分队相继到达现场，随着开舱
手打开舱门， 三位航天员聂海胜、刘
伯明、汤洪波相继走出返回舱，回到
祖国大地怀抱，至此本次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行返回舱搜救回收任务圆满
完成。

作为主要通讯设备参与搜救通
信保障任务 ，“Ka 频段中继卫星通
信设备”充分发挥传输距离长、带宽

宽、机动性强等优势，保证了着陆场
与北京任务指控中心两地之间实时
视频高清图像和多路语音信号的不
间断传输， 全程直播三位航天员回
家之路， 使得指挥中心的领导专家
可以实时掌握着陆实况， 同时现场
传回的高清图像， 也让亿万中国观
众清晰地观看到了飞船成功降落在
着陆场的激动时刻。

胡军介绍说，这套“Ka 频段中继
卫星通信设备”是以飞行状态中的直
升机为平台进行工作，集合先进的终

端天线技术、旋翼遮蔽检测技术等于
一体，解决了直升机动中跟踪、旋翼
旋转对信号遮挡等技术难题，保证了
着陆现场音频、视频信号流畅、远距
离传输，可谓是执行神舟十二号返航
主要通信任务的“主力担当”。

据了解，“Ka频段中继卫星通信
设备”其实已是着陆场上的“老兵”。
早在2011年5月，它就“点亮”了神舟
八号回家之路， 并参与构建了我国
着陆场天地一体、 远程连续搜索通
信系统。 同时，该套卫星通信设备已
经先后圆满完成嫦娥、 神舟系列等
多次重大的航天通信搜救保障任
务，并成功指引搜救工作做到“舱落
人到”， 确保了航天员和返回舱的绝
对安全， 是搜救现场卫通传输速率
最高的设备。

这是航天员聂海胜（中）、刘伯明（右）、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 摄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
3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并平安抵京

新华社酒泉 9 月 17 日电（记者
黎云 张汨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 2021 年 9 月
17 日 13 时 34 分 , 神舟十二号载人
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
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
状态良好， 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也是东风
着陆场首次执行载人飞船搜索回收
任务。

此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已于

北京时间 16 日 8 时 56 分与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随后与空
间站组合体完成绕飞及径向交会试
验，成功验证了径向交会技术。

17 日 12 时 43 分， 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

回指令，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轨道舱
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此后，飞船返回
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
离。 返回舱成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
收任务的搜救分队第一时间抵达着
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
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于 6 月 17
日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
后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3
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驻留，在轨飞行期间进行了 2
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空
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在轨验证了
航天员长期驻留、再生生保、空间物
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在轨维
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神
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
为后续空间站建造运营奠定了更加
坚实的基础。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 （王逸
涛 郭中正）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十二号载人
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
汤洪波，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乘坐任
务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总指挥、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
指挥部总指挥长李尚福与工程有关
领导到机场迎接。

据介绍，3 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
入医学隔离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
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上接 1 版)

第四，走互学互鉴之路。 要倡导不
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在科技、教
育、文化、卫生、扶贫等领域打造更多接
地气、聚人心项目。 未来 3 年，中方将向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提供 1000 名扶贫培
训名额，建成 10 所鲁班工坊，在“丝路
一家亲” 行动框架内开展卫生健康、扶
贫救助、 文化教育等领域 30 个合作项
目。 中方将于明年举办本组织青年科技
创新论坛，倡议成立本组织传统医药产
业联盟。 欢迎各方参加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共同呈现一届简约、安
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第五，走公平正义之路。 “一时强弱
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解决国际上
的事情，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
推行霸权、霸道、霸凌，应该以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打着所
谓“规则”旗号破坏国际秩序、制造对抗
和分裂的行径。 要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
观，营造包容普惠的发展前景。

习近平指出，相信不断壮大的“上合
大家庭”，将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
前进，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
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习近平最后说，让我们高举“上海
精神”旗帜，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沿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间正道，开启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塔吉克
斯坦总统拉赫蒙主持会议，哈萨克斯坦
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
罗夫、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乌兹别
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等成员国领
导人，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上
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
任吉约索夫等常设机构负责人以及白
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伊朗总统莱希等
观察员国领导人和主席国客人土库曼
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与会。 俄罗
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蒙古国总

统呼日勒苏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与会领导人全面回顾并积极评价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20 年来在政治、经
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表
示将继续基于“上海精神”，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构建平等互利伙伴关系，维
护共同利益， 合作应对新形势新挑战，
促进上海合作组织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促进地区普遍安全与共同繁荣，推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各
方表示，应加强团结，合作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加强疫苗合作，反对将病毒溯
源政治化。 深化经贸、能源、创新、互联
互通、数字经济、环保等领域合作，坚持
以人为本，加强人文交流，实现可持续
发展，更好造福地区国家人民。 支持多
边主义，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反对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反对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干涉
别国内政， 支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
路。 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合力打击“三
股势力”和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安
全稳定。 支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欧
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 各方表示，反对
将体育运动政治化，支持中国成功主办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各方高度关注
阿富汗局势，支持阿富汗消除恐怖主义
威胁、实现和平与重建，上海合作组织
将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会议启动接收伊朗为成员国的程
序，吸收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为新
的对话伙伴。

会议决定，由乌兹别克斯坦接任上
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上海合作组织
二十周年杜尚别宣言》， 并批准一系列
决议。 会议还发表有关科技创新、粮食
安全等领域合作的声明。

丁薛祥 、杨洁篪 、何立峰等参加
会议 。

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在
塔吉克斯坦现场与会。

打造创新主平台 锻造发展新引擎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科技创新是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也是
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省第十次党代会
以来，我省统筹推进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滨湖科学城、合芜蚌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省
“五个一” 创新主平台和安徽省 “一室一中
心”分平台建设，持续下好创新“先手棋”，着
力打造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以创新平台
的“加速度”成就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度”。

合芜蚌示范区：创新发展领头雁
北京有个中关村，安徽有个“合芜蚌”。

2016 年 6 月 16 日， 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合
肥、芜湖和蚌埠国家高新区建设合芜蚌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 2020 年，合芜蚌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加值
分别同比增长 15.2%和 13.8%， 分别占全省
的 48%和 48.4%，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了引领带动作用。

致力于打造原始创新“强磁场”，合芜蚌
示范区涌现出一批新成果、新技术、新突破。
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 “京沪干线”正
式开通；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
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千公里级基于纠缠的
量子密钥分发；自主研发投产的动态随机存
储芯片在全国率先面世；首款国产量子计算
机操作系统———“本源司南” 正式发布……
示范区关键领域的创新由“跟跑并跑”向“并
跑领跑”迈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异军突起，“芯屏器合”
组合大显身手，挺起先进制造业脊梁。 近年
来，合芜蚌示范区聚焦集成电路、新能源汽
车、医疗大健康、工业互联网、装备制造等高
端前沿行业，以“新基建”支撑新动能，在做
好原始创新的同时，示范区引领高校和科研
机构“沿途下蛋”，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明显提
升，诞生了一批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企业。

“一室一中心”：国家创新基
地“预备队”

2018年，省委、省政府统筹谋划，以打造
国家创新基地“预备队”、省级创新基地“先锋
队”为目标，启动组建安徽省实验室、安徽省
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一室一中心”）。

截至目前，已组建“一室一中心”32 家，
其中省实验室 15 家 、 省技术创新中心 17
家，基本涵盖了前沿基础学科和我省优势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成功创建一批国
家创新基地，量子信息科学省实验室获批国
家实验室； 深部煤矿采动响应与灾害防控、
清洁电力转换技术、 环境监测技术与装备 3
家“一室一中心”分别获批省部共建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业设
计中心；炎症免疫性疾病、信息材料与智能
感知 2 家省实验室列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
实验室建设培育对象。 首批省技术创新中心

共制定国际、国家标准 39 项，开展行业关键
共性技术攻关和技术服务 400 余项，转移转
化成果 200 余项， 带动依托单位新增效益
150 多亿元。

2020 年，“一室一中心”新增国家和省部
级项目约 1000 项， 新增合同经费 20 多亿
元，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90 余项。 超导量
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等重大科学前沿
成果相继问世，EAST 高温等离子体运行时
间、混合磁体稳态磁场强度等指标多次创造
新的世界纪录，陶铝新材料、发动机和燃气
轮机叶片等技术实现并跑领跑，“托珠单抗”
列入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构建世界一流综合性创新平台

2017 年 1 月 10 号，《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建设方案》正式获国家批复，这也是我
国继上海后第 2 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方
案》提出，以国家实验室为基石，依托世界一
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布局一批前沿交
叉创新平台和产业创新转化平台， 建设若干
“双一流”大学和学科，打造多类型、多层次的
创新体系， 成为代表国家水平、 体现国家意
志、承载国家使命的国家创新平台。

科学中心建设 4 年来，共引进各类人才
2299 人， 已经产出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影
响力加速攀升。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成功构
建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 “九章”，研
制的火星磁强计、高吸能材料保障“天问一
号”完成科研任务。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利用
“墨子号” 卫星首次实现量子安全时间传递
的原理性实验验证， 全超导托卡马克实现
1.2 亿度、101 秒等离子体运行世界记录。 面
向经济主战场， 攻克高端薄膜制造技术壁
垒， 解决新型显示领域的薄膜 “卡脖子”问
题，突破新型纳米纤维仿生结构材料制造工
艺，有望替代传统行业金属合金、陶瓷和工
程塑料。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研发出世界领
先的可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等脑部疾病早期
诊断的高精度脑 PET 设备 （即分子影像设
备）， 首个自主研发的急性髓系白血病靶向
药物加快临床试验。

大科学装置，国之“重器”。 在合肥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数居全国前列
并呈集群发展之势———全超导托卡马克装
置性能不断提升；合肥同步辐射光源实现恒
流运行，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稳态强磁
场实验装置磁场强度达 42.9T、 位列世界第
２。 按照“四个一批”的思路,安徽正规划建设
大科学装置集中区, 梯次推进大科学装置建
设，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设施、未来网络试
验设施（合肥分中心）、高精度地基授时合肥
基地等加快建设，合肥先进光源、大气环境
立体探测实验研究设施、强光磁集成实验装
置预研进展顺利,立足合肥、服务全国、联通
世界的大科学装置集群正在成为安徽创新
的引力磁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