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4日，在青岛港，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
船吸引了众多观众参观。

当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舰艇
开放日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

新华社 发

■责编：魏静文 二审：向才志 图编：孙俊军 美编：翟莉莉 校对：杨兴权 ■新闻热线：88881111，18899811223 ■Email：zsrbnews@163.com

星期四 2019年4月
第8865期（己亥年三月廿一

■今日12版

深 耕·权 威·影 响 力

中共中山市委机关报

中山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44-0126
代号：45-4725

据新华社电 “一带一路”国际
智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 4月 24日
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
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文明繁
盛、人类进步离不开先进思想的引领。

“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属于世界。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已成
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广受欢
迎的全球公共产品。智库是共建“一带

一路”的重要力量。开展智库交流合
作，有助于深化互信、凝聚共识，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向更高水平迈进。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国际智
库合作委员会的建立，为各国智库加
强思想对话、进行决策咨询提供了重
要平台。希望合作委员会深入开展学
术交流，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为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4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智利总统皮涅拉举
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智利是第一个同新中国
建交的南美国家，也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完
全市场经济地位、同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
易协定并实现升级的拉美国家，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智关系长
期走在中拉关系前列。我们要继续发扬敢
为人先的精神，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新契
机，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推动中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双方要对

接发展战略，确定重点领域和项目，促进
智利和拉美地区互联互通。要推动双边贸
易和投资提质升级，加强在矿业、清洁能
源、信息通信、电子商务、科技创新、南极
科考等领域合作。要办好明年两国建交5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促进民心相通。中方
支持智方主办今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
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维护多边主义
和多边贸易体制。

习近平强调，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合作的实质是南南合作，双方要继

续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共同实现发展振兴，共同推动构
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皮涅拉表示，智中建交 50年来，两
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智利景仰伟大中
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高度评价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
就和为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再现了
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在新时代促进
了世界文明的交流。智利支持共建“一
带一路”，促进地区互联互通。智方希望

借鉴中国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的成功经
验，深化和拓展相关合作。智利致力于
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系，愿密切
同中方在区域和多边事务中协调合作，
继续在拉中关系中发挥示范作用，智方
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有
关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皮涅拉举行欢迎仪式。彭丽媛、丁
薛祥、杨洁篪、白玛赤林、王毅、刘奇葆、
何立峰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 郭锦润 夏升权）4
月24日，市委书记陈旭东到小榄镇，调
研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整顿等工作。他强调，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争做高质量发展
标杆，支持本土企业做大做强；要集中
精准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以基层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基层党建及其
他各项工作全面提升。

陈旭东相继考察木林森股份有限
公司和华帝股份有限公司。木林森公司
经过23年的发展，实现由小到大、由弱
到强，2018年营收同比增长超过100%，
成为国内照明公司中首家营收超百亿
的上市企业，业绩跻身全球行业前三；
以行业领先的火炬研发制造能力为标
志，华帝公司从本土企业稳步成长为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化品牌，如今正以
人工智能为发力点，赋予高端智能厨电
更人性化的解决方案。

陈旭东表示，木林森和华帝均是植
根本土、深耕传统产业而茁壮成长起来
的企业。当前中山正处于经济发展爬坡
越坎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传统产业、
本土企业专注实体、戮力创新，发挥转
型升级引领作用，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
根基。希望企业顺应光源技术发展方向
和“厨房革命”浪潮，借助市委、市政府
关于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东
风，聚焦“微笑曲线”两端，加大科技研
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打造
高质量发展典范和国际一流品牌。市镇
两级和相关部门要始终坚持“喜新不厌
旧、重外不轻内”，统筹协同，形成合力，
真正把存量企业关心好、呵护好，为企

业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优质服
务，帮助企业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
题，培育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土企
业，让传统优势产业的“常青树”成长得
更加茁壮、更加茂盛。要围绕产业需求，
加快集聚高端人才创新创业要素，为企
业引才留才搭建平台载体。

沙口社区以社区党建为核心，充分
发挥党组织在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等工
作中的作用，通过实施城市提质、交通畅
顺、产业升级“三大工程”，实现了党建工
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陈旭东实地
查看社区人居环境提升、文明创建宣传、
党群服务中心运作、空置地临时停车场
建设以及软弱涣散整顿任务销号完成情
况，对社区整顿工作成效予以肯定。

陈旭东强调，整顿软弱涣散村（社
区）党组织工作，是我市加强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基层治理工作要
点的重要内容。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
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认真总结
上一轮整顿工作经验做法，持续精准整
顿，确保整顿一个、转化一个、巩固一个。
要坚定“主心骨”，大力实施基层党组织

“头雁工程”，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带头
人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创造力
和战斗力。要建强“主力军”，健全以党组
织为核心的社区治理架构，充分调动辖
区内党组织、社会组织、村（居）民、外来
人员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要打好“主
动仗”，针对巡视巡察中发现的问题，有
计划、有方案、有步骤地完成软弱涣散整
顿各项工作，使整顿对象实现从“软弱涣
散”到“凝心聚力”的转变，促进村居党务
和其他各项工作规范运作。

市领导李长春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梁东麒）4月 23日，
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结束后，
省政府立即召开第二次廉政工作会
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
总理关于做好今年政府系统廉政工作
的明确要求，总结去年全省政府系统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部署今
年重点任务。

会议指出，2018年以来，全省政府
系统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反腐倡
廉的各项部署要求，坚定不移全面从
严治党，坚持抓思想与建机制相结合、
强监督与惩腐败并重，严明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纠正“四风”，扎
实推动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
成效，为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了坚强保障。但政府系统廉政建
设任重道远，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坚持
拒腐防变警钟长鸣、廉政建设常抓不
懈。

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全面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
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折
不扣落实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精神特
别是李克强总理讲话要求，严格按照
李希书记在十二届省纪委四次全会上
的部署，扎实抓好我省政府系统廉政
工作。一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始终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到
位，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二要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重点，加
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推动强市放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企
业投资体制改革，创新事中事后监管
方式，大力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建设，
切实从体制机制上推进源头防腐。三
要深刻吸取曾志权案件教训，切实抓
好重点领域监管，加快推进财政预算
编制执行监督改革，加大对国资国企
的监管力度，严格规范公共资源交易，
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坚持

“三重一大”集体决策，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进廉洁政府建
设。四要强化政治责任担当，党组书记
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
职责，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严格党内
政治生活，带头坚持廉洁从政，加快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始终保持清正
廉洁的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五要始终
绷紧作风建设这根弦，勇于担当作为，
增强斗争精神，坚决反对“四风”，下大
力气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带头过
紧日子，切实以过硬作风狠抓工作落
实，为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作出更大贡献。

市长危伟汉，市领导徐小莉、雷岳
龙、吴竹科，市政府秘书长李俊在中山
分会场参加视频会议。

省政府召开
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
危伟汉在中山分会场参加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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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英、法文版首发式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电 4月 24日，《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英、法文版首发式在京举
行。首发式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
中国外文局承办，中外思想理论界、翻
译出版界等代表200多人出席活动。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文版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文献出版社
编辑出版，收入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 9
月至 2018年 7月这段时间内关于“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文稿42篇，深刻阐述了

“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原则、丰富内涵、
目标路径等。为帮助国际社会更好理解
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外文局、外
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该书英、法文版。

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说，共建“一
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倡议。自倡议提
出以来，习主席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进行了深入思考、倾注了大量心血，提
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论述新要求，引领

“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一带
一路”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是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是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希望
大家通过阅读《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感悟“一带一路”倡议的魅力，坚定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携手并肩通过
“一带一路”走向美好未来。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
会委员陈理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
项伟大的创举，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
项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和广受欢迎的
国际公共产品。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前夕，出版《习近
平谈“一带一路”》英、法文版，可谓恰逢
其时，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
重要视角。

泰－中“一带一路”合作研究中心
名誉主任苏拉西·塔纳唐、外文出版社
专家大卫·弗格森表示，在阅读学习、翻
译审定《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的过程
中，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一带一路”提
供了一个引导世界走向全球化、走向和
平安宁、走向稳定繁荣发展的大通道。

首发式上，蒋建国、陈理等与捷克
前总理、社会民主党前主席伊日·帕鲁
贝克，拉美开发银行私营部门副主席豪
尔赫·阿尔巴谢，埃塞俄比亚政策研究
院院长艾哈迈德·阿布图·阿斯富为《习
近平谈“一带一路”》英、法文版图书揭
幕。据悉，该书将于次日亮相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据新华社电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
长申长雨 24 日在 2019 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将完善知
识产权法律法规，重点完善侵权惩罚
性赔偿制度。

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近年来，我国不
断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建设，加大对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处力度。

4 月 23 日公布的商标法修改决
定，明确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
偿数额，由修改前的三倍以下，提高到
五倍以下，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从三
百万元，提高到五百万元，修改条款自
今年 11月 1日起施行。“这样的惩罚性

赔偿额度在国际上都是比较高的。”申
长雨说。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
前提。”申长雨表示，今年将积极配合全
国人大做好专利法的修改工作，重点完
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目前全国人
大审议的专利法修正案中，规定了对故
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据介绍，围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年还将着力抓好
制定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制定实施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方案、加强知识
产权源头保护以及创新知识产权保护
机制等工作。

我国将完善知识产权
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