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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

4 月 9

日， 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

召开。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对中

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 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

中的大陆， 双方人民友谊源远流长，

新形势下， 中非深化传统友谊， 密切

交流合作， 促进文明互鉴， 不仅造福

中非人民， 而且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表示， 在 2018 年召开的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中非双方一

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 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动”。 设立

中国非洲研究院是其中人文交流行动

的重要举措。 希望中国非洲研究院汇

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 增进中非人民

相互了解和友谊， 为中非和中非同其

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 建言献策，

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力量。

习近平向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 《论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书

英文版， 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发行。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已于 2018 年 6 月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 收入习近平有关重要文稿

85 篇。 为适应国外读者阅读习惯， 英

文版在中文版基础上增加了注释、 索

引、 缩略语等内容。 该书英文版出版

发行， 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

平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

何建设这个世界” 等关乎人类前途命

运的重大课题的理论思考， 了解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 重

大意义、 主要内容、 实现途径， 对深

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

我国外交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文版出版发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市委书记张硕辅，市委副书

记、市长温国辉就加快推进广州5G产业

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

有关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

广州地铁国家工程实验室，是全国

城轨交通行业中首个由建设与运营业

主单位牵头建设的国家工程实验室，主

攻“安全”方向，重点为开展系统安全设

计、列车运行安全评估、大客流应急疏

散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支撑。 张硕

辅、温国辉听取实验平台研究成果情况

汇报，要求积极应用5G、云计算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提高数据传输、分析、应用

效率，增强轨道交通服务保障能力。 在

广汽丰田有限公司，要求广汽集团把握

汽车产业发展趋势， 主动对接新能源、

国六排放标准、个性化定制等汽车市场

需求，推动汽车产业与5G、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深度融合， 加快推进汽车电动

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发展，提升

产品竞争力、增创发展新优势。

在广州地铁国家工程实验室召开

的调研座谈会上， 张硕辅强调，5G作为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对于构建万物互联的基础设施，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 支撑服务高质量发展意义重

大。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论述，切实增

强国家中心城市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

当， 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历史机遇，

发挥作为三大通信运营商开展商用试

点资格城市的优势， 科学规划布局，率

先开展商业应用，推动广州5G产业发展

走在全国前列。 要聚焦站点选址及建

设、用电、报建审批等难点问题，创新政

策措施，大力支持加快建立完善基础设

施网络。积极推动5G的行业应用和产业

孵化，搭建共享服务平台、提供应用场

景， 引领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攻关，

培育数字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打

造一批领先的示范项目。 围绕完善拓展

5G产业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形

成产业集群。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开展

体验式服务，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强化组织领导，抓好决策部

署落实，做好新技术应用宣传，汇聚全

社会力量齐心协力推动5G产业发展。

温国辉强调，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

5G产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加强与运营商

沟通协调，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开通审

批绿色通道，推动更多楼宇、桥梁、灯杆

等公共物业开放， 加快基站建设进度。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搭建创新平台、研

发中心、产业基地，举办更多专业会议

展览，推进新产品新模式开发，完善产

业生态圈， 提升广州5G产业发展竞争

力。

市委秘书长潘建国，市政府秘书长

陈杰， 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李勇平，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总

经理葛磊，中国联通广州分公司副总经

理廖江，市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张硕辅温国辉就加快推进5G产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

抢抓机遇 加大力度 推动广州5G产业发展走在前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

员 史伟宗 ）

昨日， 广州市委书记

张硕辅在穗与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孙

珅

一

行座谈。 双方就完善对口合作机

制、 共建产业园区、 拓宽市场渠道

等工作进行对接交流， 一致表示，

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实施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 积极发挥各自特点

和优势， 在营商环境、 装备制造、

现代农业、 医疗卫生、 文化旅游等

领域深化合作， 推动两市对口合作

取得新进展。 广州市领导潘建国、

黎明， 齐齐哈尔市领导李洪国、 郭

晓锋参加。

张硕辅与孙珅座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2019中国

（广州 ）

城市轨道

交通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广州隆重举

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精

英齐聚一堂，就新时代城市轨道交通发

展进行交流研讨。 广州市市长温国辉出

席大会并致辞。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美国工程院院士弗雷德·塞泊， 中国工

程院院士丁荣军、秦顺全、王复明，新加

坡国家工程院院士李德

纮

，北京交通大

学首席科学家贾利民等专家学者，中国

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永才等企

业代表出席。 副市长马文田主持大会。

温国辉在致辞中表示，广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

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线网里程排名全

国第三、世界前十。 当前，广州正全面推

进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建设，加快

出台相关政策， 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高水平互联

互通。 广州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产

业升级带动发展、 开放合作促进发展、

以人为本共享发展。 欢迎专家学者为广

州城市轨道交通产业创新发展出谋划

策，贡献才智，欢迎行业精英来广州投

资兴业、共创未来。

本次大会以“创新融合·拥抱湾区”为

主题。 市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布《广州市推

动轨道交通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

2019

—

2021

年）

》， 广州地铁集团全面解

读《新时代城市轨道交通创新与发展

（广

州

2019

）

》，贾利民教授、弗雷德·塞泊院士

分别作精彩演讲，市国资委和广州地铁集

团负责人为22个广州轨道交通产业联盟

新会员单位授牌。 当天下午，还举办了智

能装备、智慧运营行业高峰论坛。

广州轨道交通产业联盟单位，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安全与运维保障国家工

程实验室联建合作单位，粤港澳大湾区

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轨道交通投资

基金及特邀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共

500多人参会。

2019中国（广州）城市轨道交通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举行

温国辉出席并致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实习生

赖新旖 通讯员 粤市监 ）

4月9日至10

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全省认

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

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会议精神，总

结2018年全省认证检测工作，部署2019

年重点工作。

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省有认

证机构（

含分支机构

）172家， 全省共

10.11万家企业（

组织

） 获得认证证书

36.07万张，产品认证和体系认证两类主

要证书数量分别占全国的 25.1%和

14.5%，均居全国第一。 全省共有2760家

检验检测机构取得资质认定，获证机构

数量较去年增加11%。 2018年度检验检

测行业累计出具报告4661.5万份， 创收

350.95亿元，继续领先于其他省地区。

会议指出，2018年， 全省市场监管

部门在全国率先实现资质认定审批标

准化突破；申请人办理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业务实现“零跑动”等。 粤港澳三

地检测认证领域进一步深化，如扩大香

港、 澳门检测机构与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广东质检院等具有中国强制性产品

认证（3C）证书发证资格的机构合作领

域，允许合作认证的产品种类从“音视

频设备类产品” 扩展到“3C目录内所有

产品”。

会议要求，2019年是机构改革后认

证认可工作的新起点，全省市场监管部

门要强化监督管理， 树立大监管理念，

提升监管合力，继续优化提升行政审批

效率，加强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 要

强化认证推广，大力推广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高端品质认证，助推全省质量提

升建设。

省市场监管局召开全省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会议

粤港澳检测认证产品扩展到 “3C目录内所有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