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源市连平县因连降暴雨导致全县
受灾，部分村庄遭遇洪水有村民被困。获
悉连平县需要支援的信息后，中山市彩
虹救援队连夜赶赴灾区，在当地奋战 9
个小时共计转运被困村民200多人次。

本报记者 李玮玮 摄

风雨之中现“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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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启程
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国
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亚洲相互
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

这是习近平主席本月上旬出访俄
罗斯后，中国经略周边的又一重大外
交行动。专家表示，此访双多边结合，
行程紧凑丰富，对于深化中国同往访
国关系、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在新起点上谋划上合组织和亚信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之一：元首外交
——作出两国关系新规划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分别出
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塔
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的一系列国
事活动，同两国元首对中吉、中塔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展作出新规划、
新部署。

专家表示，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
发展起着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
此访将进一步夯实中吉、中塔关系政
治基础，引领中吉、中塔关系在新形势
下迈上新台阶。

今年 4月下旬，热恩别科夫、拉赫
蒙曾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全表示，时隔
仅一个多月，习近平主席对两国进行
国事访问，显示出中吉、中塔领导人的
紧密互动。

吉、塔两国对习近平主席到访热
切期盼。在吉尔吉斯斯坦，热恩别科夫
6月8日出席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卷吉文版首发式暨中吉治国理政研
讨会。拉赫蒙表示，发展对华关系始终
是塔吉克斯坦外交的优先方向。

“中吉、中塔关系可以说是大小国
家平等交往、真诚合作的典范。”中国
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
长孙壮志说，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
吉、中塔关系已分别提升至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相信此访将为中吉、中塔各
领域合作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关键词之二：“一带一
路”——描绘互利合作新蓝图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期
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近年来，中亚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如
火如荼，对改善地区基础设施、服务国
家发展和民生福祉发挥着重要作用。

分析认为，习近平主席这一次中
亚之行，将为中吉、中塔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添砖加瓦”，把高水平政治互
信转化为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此次到访国中，吉尔吉斯斯坦是
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
家之一，塔吉克斯坦则是第一个同中
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谅解备忘
录的国家。两国目前均积极推进各自
国家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深入对
接。

“吉、塔都是内陆国家，都处在发
展关键时期，都面临基础设施改善、经
济结构升级等需求。”李永全说，包括
吉、塔在内的中亚国家搭上“一带一
路”快车，有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邓
浩表示，从双边贸易到旅游、教育等领
域，中吉、中塔务实合作均有很大潜
力。“合作不仅停留在双边层面，在多
边国际事务上也有很大空间。”

■关键词之三：两大峰会
——推动合作机制新发展

除国事访问外，习近平主席还将
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
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在塔吉克斯坦首
都杜尚别举行的亚信峰会，在这两个
多边舞台上发出中国倡议、提出中国
方案。

两场峰会有一个共同特点——
上次峰会都在中国举行。专家表示，

两场峰会将推动 2018 年上合组织青
岛峰会、2014年亚信上海峰会重要成
果继续深化落实，并围绕国际地区形
势新变化和发展新需求，探讨新的协
作。

“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是青岛
峰会的延续，是青岛峰会效应的进一
步扩大。”邓浩说，作为上合组织扩员
后的首次峰会，青岛峰会为上合组织
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在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上合组织如
何主动作为，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正
能量和确定性，将是比什凯克峰会一
大看点。

孙壮志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亚信
上海峰会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日益深入人心，影
响力不断彰显。亚洲安全形势复杂、各
国差异较大，需要亚信这样一个安全
对话平台。去年9月塔吉克斯坦接替中
国担任亚信主席国，相信杜尚别峰会
将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各方对话
合作。

出席两场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
将同与会领导人开展多种形式交流互
动。专家表示，面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课题，峰会
上的中国声音，值得期待。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的意见》，激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
追求真理、勇攀高峰，树立科技界广泛
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加快培育
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动
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尊重人才
的良好氛围。

百余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在科学文明与中华传统文化交流激
荡中，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投身创新
报国实践，成为科学家精神的塑造者、
传承者和践行者。他们塑造的“两弹一
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彪炳史册。在
改革开放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科学家
精神以其强大感召力薪火相传并焕发
出勃勃生机。

意见要求，自觉践行、大力弘扬新
时代科学家精神。大力弘扬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
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
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面临新
一轮科技产业变革，进一步弘扬科学家
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需要广大科
技工作者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

发展方向，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
兵。

意见明确，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崇尚学术民
主，坚守诚信底线，反对浮夸浮躁、投机
取巧，反对科研领域“圈子”文化。

意见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
建良好科研生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
制改革，正确发挥评价引导作用，大力
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加强宣传，营造尊
重人才、尊崇创新的舆论环境。

意见提出，力争 1年内转变作风改
进学风的各项治理措施得到全面实施，
3年内取得作风学风实质性改观，科技
创新生态不断优化，学术道德建设得到
显著加强，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得到大力
弘扬，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
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
厚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汇聚磅礴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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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普惠幼儿
园认定和管理办法
拟订并征求意见

生均补助每年
不低于500元

本报讯（记者 陈慧）日前，市
教体局拟定了《中山市普惠性幼儿
园认定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征询意见时间至 6月 19日。修订后
的管理办法规定生均补助不低于
500元，教师工资不低于最低标准 2
倍，比原规定稍有上调。

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公办 (含
镇区政府举办、村集体举办和其
他单位举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我市普惠幼儿园目前
已超过 400家。

原办法规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保教费不超过同等级自收自支公办
性质幼儿园标准的 15%，且在规定
时间内（一般为 3年），按要求保持
稳定。各镇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
保教费收费标准可在市定标准的基
础上，上下浮动 10%。政府产权的小
区配套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照保
教费不高于 1500元/人/月执行。全
园教职工工资总额占当年保教费收
入比例不低于 55%，教师个人最低
工资不低于政府公布的当年全市职
工最低工资标准的1.5倍。对已认定
的公益普惠性幼儿园生均定额补助
每年300-500元。

记者将此次拟修订的管理办
法与原办法做了对比，发现上述一
些比例、或数据在拟修订的管理办
法中均有稍微的调整。如拟修订的
办法中虽没有再具体规定政府产
权的小区配套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保教费，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
费不超过同等级自收自支公办性
质幼儿园标准的 20%，且在规定时
间内（一般为 3年），按要求保持稳
定。各镇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保
教费收费标准可在市定标准的基
础上上下浮动，向上浮动不超过
20%。全园教职工工资总额占当年
保教费收入比例不低于 65%，教师
个人最低工资不低于政府公布的
当年全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 2
倍。经认定的普惠性幼儿园，财政
给予生均定额补助，补助标准不低
于 500元/人∙年。

据新华社电 6月11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
在青岛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也是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球卫生事业，是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博鳌亚洲论坛

一直致力于促进亚洲以及世界的共同发展和人民福祉，这次
大会的召开是在这方面的又一重要努力。希望大会能够有效
凝聚各方力量和共识，交流互鉴，推动全球健康事业和健康
产业发展，促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为全人类健康福祉
作出贡献。

本报讯（记者 冷启迪 ）电视剧《破
冰行动》自从开播后收视率一路飙升，剧
情中出现的“塔寨村”大部分取景地正是
南朗茶东村，连日来，这里成为了众多剧
迷的“打卡点”，连村口的档口都多了好
几家。

6月11日，雷雨阵阵，可依然阻挡不
了游客们探寻“网红村”的热情，黄女士
带着自己的女儿和孙女驱车从珠海来到
茶东村，“我们从珠海一路跟着导航来到
这里，看到了有陈氏宗祠就停下来，之前
看了《破冰行动》，发现跟这里的景色似
曾相识，原来这里就是塔寨村。”黄女士
一家在关帝庙的整面蚝壳墙前拍照留
影，在陈氏宗祠前欣赏飞檐翘脊。

走在茶东村，脑海中不时浮现出《破
冰行动》中的场景，一条条并不宽阔的小
巷子在剧中成犯罪分子四处逃窜的地
方，陈氏宗祠变成林氏宗祠成为林家开

会的地方。
作为《破冰行动》的主要取景地，该

村的村民们也嗅到商机，周末村口的档
铺也多了几家，在此售卖饮品、食品给游
客。“一天卖米仔头糕就能卖出上百个”
村民们介绍。

“相信未来这里必定游客云集，但也
希望村落能够保持住原生态的模样，对
于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一定多加重视。”
来此打卡的游客们建议。

追剧《破冰行动》
探寻茶东风情

昨日，来自外市的游客冒雨到茶东村游玩，在蠔壳墙前驻足。 本报记者 孙俊军 摄

习近平致信祝贺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

经略周边的重大外交行动
——习近平主席中亚之行三大关键词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
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激励和引导
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

本报讯（记者 梁东麒）昨日，我市
迎来持续性强降雨，期间市气象部门
监测点录得最高时雨量达47.5毫米 。
市气象部门预测，12-14日我市仍有
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累积雨量大。市三
防指挥部、市应急管理局目前要求各
镇区、各部门继续做好防御和应急救
援准备工作。

昨日我市雨水最猛的 15 时-18
时，全市共有三个站点录得超 50毫米
雨量，33个站点录得超 20毫米雨量。
其中最大小时雨量出现在古镇镇水

利所站，在 15 时 -16 时间，该站点
录得雨量为 47.5 毫米。尽管雨量凶
猛，期间我市各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
下运行。

随着未来数日雨水持续来袭，我
市各部门已全面进入加强暴雨防御
状态。市三防指挥部目前已全面开展
会商分析会，研判天气形势，部署做
好各项防御工作。市应急管理局将加
强值班值守，此前已通过短信、微信
群发送预警预报信息 55万条，同时加
强督促协调指导各地加强暴雨防御

工作。市气象部门将继续加强天气预
报预警，并及时将预警信息向全社会
发布。市水务、住建等部门加强对排
涝设施的检查，确保排涝设备随时能
投入使用，科学调度水利、市政工程，
控制内河水位，及时疏通下水道，确
保排水的畅通和人员安全。市交通运
输部门也全面开展交通疏导等应急
处置工作。

截至昨晚 9时，全市水利工程运
行正常，江河水库水情平稳。全市未收
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市气象部门预测

强降雨将持续来扰

举报欺诈骗取医保
中山最高拟奖10万

相关奖励办法正在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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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中山市彩虹救援队连夜赶赴灾区转移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