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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李晓银）

2019 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将于 5

月 19 日至 26 日上演，届时市内各相关

场馆将开展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其中，

“科学之夜”系列活动集中在 5 月 24 日

晚举行， 共有十四场夜间科普活动，包

括广东科学中心的“恐龙之夜”、广州动

物园的“动物奇妙夜”等，将科学与文化

艺术融合， 引导公众感受科学的趣味

性、观赏性。

据广州市科技局副局长詹德村介

绍，今年广州科技活动周以“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为主题，突出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两大主线是

其一。 在活动周开幕启动仪式、各项重

要活动上， 都将有展现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科技创新重大成就的内容。

同时，活动周还突出科技创新和科

学普及两翼齐飞。 活动中既有展示广州

科技创新发展的最新成就和高科技成

果，也有突出市民参与体验、好玩的项

目，如首次展出的“VR 看港珠澳大桥”

“绿幕———海洋世界”等。 结合广州亚洲

美食节， 今年的活动周开幕式将融合

“科技+美食”，组织智能厨房、机器人冲

饮、分子料理、食品安全检测等与美食

相关的科技展览。

此外， 活动周突出打造新品牌活

动，首次引进 SELF 格致论道讲坛。讲坛

每场邀请 6-8 位嘉宾用 18 分钟讲述新

发现、新发明和新观点，力图从思想的

源头上促进公众参与科学的积极性。

“科学之夜” 是科普活动传统品牌

之一，今年的“科学之夜”系列活动集中

在 5 月 24 日晚举行，内容非常丰富，包

括广东科学中心“恐龙之夜”，广州动物

园“动物奇妙夜”，珠江啤酒博物馆“啤

酒文化之夜” 等十四场夜间科普活动，

市民可通过“广州科普”公众号了解、查

询相关活动信息及报名详情。

记者了解到，广东科学中心的科学

之夜，将有科学表演秀、特效科普电影

等， 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展也开放夜场。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将在广州大学

天象馆科普基地开展“星空之美”活动。

“动物园奇妙夜”将在广州动物园上演，

将组织亲子家庭在动物园里观察动物

夜间的活动情况。

有趣：VR看港珠澳大桥 夜观动物

2019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即将启幕，“科学之夜”将有十四场夜间科普活动

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

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

鉴平台； 愿同各国加强各界交流， 打

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 创新合作模式，

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 为推

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 愿同各国

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 为促进亚洲

经济发展、 增进亚洲人民友谊贡献更

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 中华文明是亚洲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 中华

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 在应时

处变中不断升华，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沉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 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中华文明

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

的开放体系， 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

弥新。 亲仁善邻、 协和万邦是中华文

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惠民利民、 安民

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 革

故鼎新、 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

精神气质，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是中

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习近平强调，今日之中国，不仅是

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

之中国。 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

就贡献世界。 希望大家共同创造亚洲文

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希腊总统帕

夫洛普洛斯、新加坡总统哈莉玛、斯里

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亚美尼亚总理帕希

尼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

也在开幕式上致辞。 他们表示，世界是

多元的，不同国家、民族和文明共同构

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 不同文明是平等

的，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取代其他文

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对其他文明

居高临下。 要相互尊重，尊重文明的差

异性、独立性和多样性。 要加强文明之

间沟通对话和交流互鉴， 只有这样，才

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的繁荣

进步。 所谓“文明冲突论”十分错误，将

破坏甚至切断文明沟通的桥梁。 正是文

化上的固步自封、唯我独尊和极端主义

导致了世界上许多矛盾和冲突。 感谢习

近平主席倡议举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这为亚洲国家及不同文明对话交流提

供了重要平台， 在当前形势下恰逢其

时，意义重大深远。 亚洲国家同呼吸，共

命运，要加强对话交融，增进相互了解，

共享繁荣亚洲。 要秉持亚洲文明开放包

容的价值观，加强同域外其他文明的交

流互鉴，共建和谐世界。

外方领导人表示，古老的中华文明

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习近平主席

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是当代中国为世界

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各国要把握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机

遇，构筑民心相通，促进和平、友谊、合

作，共圆美好梦想。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王

毅、何立峰等出席。

黄坤明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前，习近平在迎宾厅同外方

领导人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随后，中外

领导人共同参观文物展，观赏了来自中

国、斯里兰卡、新加坡、希腊、柬埔寨、亚

美尼亚的精品文物，并同出席开幕式的

重要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题是“亚洲

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 举办开

幕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亚

洲文明周四大板块共110余场文明交流

活动。 约1200名中外嘉宾出席开幕式。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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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做好外事工作 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

密切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产业合作

和人文交流。落实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 深化与友好城市交流合作，

支持广交会提升发展，高质量办好亚洲美

食节、从都国际论坛、全球市长论坛、广州

奖等重大活动，用足用好各类展会平台资

源，提升招商引资工作成效。 加大宣传工

作力度，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吸引力。 强

化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涉外安全工作机

制，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南大门”，坚决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

（ 党组）

要加强

对外事工作的领导，党委

（ 党组）

书记要

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完善外事工

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市委外事委和

外办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各有关部门

要加强协作、形成合力，推动对外工作

各项任务落实。 严肃外事纪律和规矩，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外事管

理规定，做好因公出国管理工作。 加强

外事部门党的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

的高素质外事干部队伍。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成员及相关

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广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 广州社科理论界要肩负起

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更加全面准确地

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要

把牢政治方向， 增强“四个意识”， 坚

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要在全市工作“一盘棋” 的大局中，

找准理论工作的“坐标系” “方位

图”， 明确使命任务， 为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要

坚持学以致用，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为动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发展。 要加快改革创新， 构建具有

广州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聚焦

全市中心工作深入开展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研究， 增强广州哲学社会科学

话语权和影响力， 继续谱写广州社科

理论事业发展新篇章。 三要加强党对

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 努力开创社科

事业发展新局面。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 研究导向和价值取向， 增强阵地

意识， 齐抓共管， 守住管好哲学社会

科学阵地。 坚持以人为本， 凝聚广州

地区社科理论队伍力量， 努力形成齐

心协力、 凝心聚力、 共同推进的良好

工作格局。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向世界展现一个光彩动人的亚洲、活力

澎湃的亚洲、和平进步的亚洲。

习近平强调， 中国人自古就推崇

“亲仁善邻， 国之宝也”、“亲望亲好，邻

望邻好”。 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亚洲各国

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在世界前进的步

伐中前进， 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携手共创亚洲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宣布：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正式开始！

恢弘的音乐响彻夜空，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巨型徽标出现在大屏幕上，象征

着亚洲文明交流对话的六瓣牡丹绽放

开来。

演出在交响互动大合唱《我们的亚

细亚》中震撼开场。 来自多国的青年歌

手和联合乐团共同演唱这首嘉年华活

动主题曲。 舞台上，亚洲各国青年高举

本国国旗， 在少年儿童簇拥下登场，汇

聚成旗帜的海洋。 舞台下，各国代表乘

花车巡游而过。 舞蹈《火之激情》融汇了

9 个国家独具特色的民族舞蹈。歌曲《风

与花的边界》以高亢悦耳的歌声唱出欢

聚的友情。 中、日、韩鼓手共同演奏打击

乐《鼓舞飞扬，百舸竞渡》，铿锵的鼓点

奏出亚洲奋进的昂扬。 手姿舞蹈《丝路

绽放》描绘出丝绸之路穿越古今，世界

各国共建共享幸福未来的美好愿景。 京

剧表演《盛世梨园》将中国国粹之美呈

现得淋漓尽致。 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

家安德烈·波切利在中国音乐家的伴奏

下演唱歌剧《图兰朵》选段《今夜无人入

睡》。 歌舞《亚洲风情》奉上各国风格各

异的歌舞。 武术《墨之韵》抒发出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胸

怀。 舞蹈《吉祥吉祥》以孔雀开屏和彩蝶

飞舞传递美丽的祝福。 舞蹈《青春亚洲》

舞动时尚，唱响未来。 在《友谊地久天

长》的乐曲中，各国艺术家欢歌曼舞。 歌

舞《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由中外歌

唱家和舞蹈家共同呈现， 留住友谊，不

忘朋友。 合唱《光耀亚洲》唱出亚洲人民

命运与共， 共享幸福梦的共同心声，将

演出推向高潮。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乐

曲声中，演出落下帷幕。

今夜的“鸟巢”激情澎湃，今夜的北

京惊艳世界！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王

毅、何立峰等出席，黄坤明主持活动。

亚洲文化嘉年华是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重要活动之一，约 3 万名观众现场

欣赏了这一文化盛宴。

温国辉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总经理

广州将持续优化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 为企业在广州发展提供优质政务

服务。

国文清赞赏广州的营商环境， 表

示五矿集团将发挥国有资本规模、 金

融管理、 综合开发、 国际贸易、 工程

建设等领域的优势， 集中力量干大事，

优化整合旗下资源， 推动将更多优质

资源投放广州，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实现央企和地方合作共赢、 共同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