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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节日氛围渐浓，返乡旅客
也不断增多，在 Y667 次兰州至敦煌列车
的火车头里，司机张超全神贯注地盯着前
方，小心翼翼地驾驶着火车。

对于张超而言，春运记忆有着不一样
的意义。张超的爷爷、父亲都是中国铁路
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峪关机务段的火
车司机，而如今，张超接过他们手中的“接
力棒”，也成了嘉峪关机务段的一名火车

司机。过去，看着父辈们忙于春运，如今
张超也参与其中。

“小时候，可能不太喜欢春运。”张超
说，“尤其是除夕夜，饭桌上的菜越来越
好，而家人却总凑不齐。往往单位一个电
话来了，爸爸就收拾东西，奔赴一线。”如
今，自己成为火车司机后，他才慢慢开始
理解，铁路人的聚少离多是为了更多的人
难得的团聚。

张超的爷爷张干臣是中国第一代火
车司机，每日与他相伴的是冒着烟穿梭于
山林间的蒸汽火车。张超的父亲张利民
遇到中国铁路的“加速期”，从蒸汽火车变
成了内燃机车。而如今，张超驾驶的电力
机车是目前中国铁路旅客列车牵引的主
力车型。

近半个世纪，历经 49 次春运，祖孙三
代人不仅见证了中国铁路发展速度的飞

跃，火车从时速 80 公里到 120 公里，再到
160公里，到如今最快的300多公里。见证
了中国春运之变，从过去只能肩扛大包小
包挤绿皮车，到如今各种各样的出行选
择。“车跑得更快，车厢环境更好，各种后勤
保障更到位，承担的责任也越大。”张超说。

“爷爷那辈的铁路人，会开车、技术好
就很自豪，而到父亲那辈，能安全开回去
就满意，但是新一代的铁路人，需要更强

的处理问题能力，能更好地保障行车安
全。”张超说，“不仅要保障旅客安全到
家，更需要保证旅客能按时到家。”

嘉峪关机务段党委书记王建功表示，
近几十年来，中国铁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火
车司机也从最早的开火车凭经验和靠技
术，到现在有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支撑，
能够为旅客提供更全面周到的服务。

张超去年通过了铁路动车组驾驶证
考试，具备了驾驶动车的资格。“我也渴望
感受动车速度，很期待未来春运时，能够
驾驶动车，帮助旅客进一步打破时空距
离，早日和家人团聚。”张超说。

新华社兰州2月1日电

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令世
界感到惊叹。进入 2019 年，迎来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的中国，再次展现对外开放
的坚定决心。

记者横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从对外
开放的最前沿上海，到古代丝绸之路的起
点西安，感受对外开放带来的春风拂面，
目睹在开放发展道路上的百舸争流。风
雨兼程，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
大。

融通：对外开放海纳百川
如果把中国漫长的海岸线看作一把

弓，奔流不息的长江视作一支箭，那么箭
头所在之处正是上海洋山深水港。

在上海洋山深水港的码头，五颜六色
的集装箱码放整齐，与蔚蓝的大海一起，
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来自全球
各地的巨轮汇集于此，待装卸完毕之后，
又急匆匆地驶向天涯海角。

“沿海的中心点，能聚集南北海运；
长江的龙头，长三角地区水网的船只也能
聚集于此。产生集聚效应后，洋山港作为
海运枢纽发散到全世界各地，也能够汇聚
世界各地的货物转运全国。”上港集团下
属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军保说。

洋山深水港从 2005 年开港使用到现
在，年吞吐量已经超过 1800 万标箱。上
海港也藉此实现年吞吐量超过 4000 万标
箱，创造了全球吞吐量最大集装箱码头纪
录。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如果说中国东
部沿海依托海港优势走在了对外开放的
最前沿，那么地处内陆腹地的中西部地区
又是如何抓住对外开放带来的战略机遇
呢？

“买全球、卖全球”，走进中国（郑
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这六个
大字格外显眼。园区内，来自全国各地

的商品汇聚，通过电子商务行销世界；
全球商品也汇聚于此，也是通过电子商
务发往全国。

如今的郑州正在全力打造四条丝绸
之路——以郑欧班列为重要抓手的“陆上
丝绸之路”、郑州—卢森堡货运航线为载
体的“空中丝绸之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的“网上丝绸之路”、以郑州铁路枢纽对
接沿海港口的“海上丝绸之路”。

“河南这些年对外开放快速发展，这
得益于国家开放政策的深化，得益于从沿
海到内陆的全面开放。”河南省商务厅副
厅长孙敬林感慨道，郑州乃至整个河南，

“正在变内陆腹地为开放高地”。
千年古城西安，昔日驼铃声声从这里

出发，穿过漫漫黄沙而横贯东西。如今，
中欧班列“长安号”呼啸疾驰，钢铁驼铃铿
锵有力，通过新欧亚大陆桥让西安与世界
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一带一路’和中欧班列对于陕汽
集团来说太重要了。”陕西汽车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科强介绍，陕汽集团
是我国民用重装卡车领域的重要企业。
然而，在过去，地处西部腹地的陕汽要走
向国际市场却被物流瓶颈所困扰。

如今，陕汽集团乘着“一带一路”的
东 风 ，累 计 出 口 车 辆 已 超 过 15 万 辆 。
2018 年，陕汽共出口车辆 12757 辆，在亚
太区、亚俄区和中东区合计出口 5666 辆，
占出口总销量的 44.41%。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
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30%。”
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
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
样，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如此的机会，中
国扩大开放给世界带来了机会。”

创新：对外开放向深层次发展
对外开放不只有“买全球、卖全球”。
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内陆腹

地，一条条经历实践检验的创新制度正在
不断得到推广，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向更深
层次发展。

在上海自贸区金桥片区，走进费斯托
（中国）有限公司的体验中心，伺服压机精
准地安插元器件，多功能滑块系统利用磁
悬浮原理可以灵活高效地运载输送部件
……

“我们是首家自贸区海关特殊区域货
物分类监管试点企业。”费斯托（中国）有
限公司大中华区市场总监刘芳说，自贸区
海关特殊区域货物分类监管的政策实现
保税和非保税产品在同一地点管理运营，
费斯托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物流向全
球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助力工业自动化
升级和智能制造发展，为费斯托亚太物流
中心和客户定制化生产中心的建立和运
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得益于上海自贸区改革创新带来的
强大活力和便利的营商环境，费斯托已经
决定在原先的生产中心和研发中心基础
上，扩建费斯托亚太物流中心和客户定制
化生产中心。

上海自贸区设立 5 年来，在投资、
贸易、金融和事中事后监管四大方面，
已 经 有 127 项 制 度 创 新 成 果 向 全 国 复
制推广。

在 郑 州 ，“ 郑 州 模 式 ”—— 跨 境 电
商零售进口保税模式在 2013 年 5 月获
批开始实践，并在 2014 年 7 月被海关总
署赋予 1210 监管代码。“郑州模式”被
业界认为是跨境电商监管模式的创新。

河南保税集团总裁徐平介绍，“郑州
模式”就是跨境电商平台的商家通过国际
物流将商品提前运至国内保税中心，进行
海关和国检备案后，备货到保税中心，当
消费者下单后，商家向海关推送订单信
息、运单信息、支付信息，经海关查验放行
后，通过国内快递运送到消费者手中。

在这过程中，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
提高了通关时效，解决了政府监管难、消
费者维权难的“两难困境”，实现了政府、
企业、市场的多方共赢。

2017 年 9 月 28 日，《郑州模式：E 国际
贸易—中国解决方案》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公共论坛发布。

“现在时常有国外的海关来郑州学
习，我们也积极向其他国家反向复制这种
模式。”徐平介绍。

西安则是充分开发自身潜力，积极探
索将国家的政策与地方优势相结合，摸索
出的中欧班列“铁路运输方式舱单归并新
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

铁路运输方式舱单归并新模式是指
同一品名、同一规格、同一合同、同一公
司、同一批次的大宗进口货物，几十节车
厢的舱单归并成一个舱单，用一票报关单
申报。这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通关时
间，提升了货运效率和中欧班列的运营水
平。

“西安是我国航天航空产业的聚集
地，我们还与中科院北斗所合作，共同开
发信息平台，让北斗卫星为中欧班列保驾
护航。”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副主任苏
国峰说。

在西安港中欧班列运营中心，记者
看到来自中欧班列“长安号”的各项数
据都即时呈现在大屏幕上。“北斗在途
监测系统”实时掌握货物运输情况，光
感、温度、湿度全程监控，实时了解班列
运营状况，通过登录平台，还可以开展
订舱服务。

以开放的心态建设开放型经济，才会
有创新发展。

截 至 2018 年 底 ，中 国（陕 西）自 贸
区 西 安 区 域 承 担 的 127 项 改 革 创 新 试
点任务全部完成，形成了 136 项创新案
例，其中多项制度创新在陕西全省复制

推广。

进发：向高质量对外开放阔步前行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历史创举，其成

果是超乎想象的。”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
署第一总经理于尔根·弗里德里希说，近
来，中国又宣布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
措，包括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这是迈向
正确方向的重要步伐。

2018 年 12 月 21 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对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全面
部署，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
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
度型开放转变。

在上海，上海自贸区在贸易投资便利
化等制度创新当先，释放强大动能的“上
海扩大开放 100 条”行动方案正在抓紧落
实，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准备工作
有条不紊……

在郑州，对外开放的下一步工作就是
“五区联动，四路并举”——整合现有国家
级平台的各种资源，联动创新，联动发展，
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继续加强四条“丝
绸之路”的建设，推动“郑州模式”在更多
国家地区落地发展……

在西安，狠抓营商环境，对标沿海开
放先进城市，围绕“一带一路”提出的“五
通”，挖掘西安在科教人才、历史文化、地
理区位等多方面优势，推动在军民融合、
硬科技、旅游、金融等多个领域发展……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
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
国。

潮流汇聚九州，道路通达天下。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新年贺词所说，
世界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加速度，看到
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中国决心。我
们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潮 起 东 方 浪 涌 时
——来自对外开放前沿的时代强音

▲2 月 1 日，在北京至北海的 G529 次

列车上，铁路职工准备了主题为“金猪贺

岁福迎新春、欢歌笑语情满旅途”的列车

联欢会，让旅客在欢声笑语中度过温馨

的旅程。北京至北海的G529次列车全程

2675公里，运行时间15小时22分，是全国

运行时间最长的高铁列车。演出结束

后，铁路职工与旅客合影。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随着春节假期
临近，各地旅客发送量持续走高。各部门采
取多种举措加强服务，迎接春运客流高峰。

1日，铁路春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
路预计发送旅客 105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1%。为让旅客出行体验更加美好，中国铁
路武汉局集团公司武汉站首次投入两台智
能机器人，提供进出站导航、智能问询等服
务，在站前广场设立4000平方米的“高峰日

落客区”，方便旅客进站；南昌局集团公司
南昌、鹰潭北、三明北等车站优化母婴候车
室环境，提供温馨服务，关爱重点旅客。

春节临近，高速公路客流进入高峰
期。国网浙江东阳市供电公司对当地高速
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展开全面“体检”，对
配电箱、充电设备运行状况、数据采集系
统、消防安全等进行重点检查，并为电动车
主提供“e 充电”APP 下载安装指导和现场

充电业务服务，便利群众“绿色出行”。
春运旺季，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川航

从1日起将陆续新开西昌往返南京、重庆
往返北海、成都往返芒市等多条国内往返
航线。此外，川航还特别推出“新禧之
旅”特色服务，围绕“心中的年，真情相
伴”这一主题，在旅程中推出“年味、家乡
味”特色餐食等活动，让旅客的回家之路
充满浓浓年味。

新华社大马士革1月 31日电 据叙
利亚通讯社 1 月 31 日报道，美军和其支
持的“叙利亚民主军”当天阻止一支叙
政府救援物资车队进入叙东部代尔祖
尔省哈金镇。

据叙通社报道，这支救援物资车
队 由 叙 政 府 和 叙 利 亚 阿 拉 伯 红 新 月
会发出，包含 10 辆载有饮用水、药品、
个人卫生用品等物资的卡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中美日领跑人工
智能专利申请
新华社日内瓦1月31日电 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 1 月 31 日公布的最新报告显
示，中国、美国、日本三国在全球人工智
能领域的专利申请活动中处于领先地
位。其中，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
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最大的企
业，而中国的学术机构相关专利申请量
在同类申请者中遥遥领先。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名为
《2019 技术趋势——探究人工智能》的报
告，对人工智能创新进行定义和衡量，涉
及 20 世纪 50 年代人工智能出现以来超
过 34 万份相关专利申请和 160 万篇科学
论文。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排
名前 30 的机构中，有 26 名为企业，其余 4
名为大学或公共研究机构。其中，IBM 申
请数量最多，截至 2016 年底拥有 8290 项
发明。其次为美国微软公司，拥有 5930
项发明。前五大申请机构还有日本东芝
公司、韩国三星集团及日本电气公司
（NEC）。

2019年央视春晚
第四次彩排

语言类节目微缩
呈现社会热点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 2019 年春节联欢晚会 1 月 31 日晚
在京进行第四次彩排。最受关注的语言
类节目紧扣民生热点，描绘百姓生活，将
社会热点问题微缩呈现，将严肃主题融
入幽默包袱，记录新时代发展步伐。

葛优首次亮相春晚，搭档蔡明、潘长
江表演小品《“儿子”来了》，拆穿诈骗等
违法行为；闫妮、周一围、沈月和爱笑团
队领衔小品《办公室的故事》，聚焦到在
职场奋力打拼的年轻人，倡导人与人之
间的坦诚相待；小品《演戏给你看》鞭挞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良作风，展示基层
反腐成果。

为了更多家庭团圆，《站台》的主人
公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了孩子接受更
好的教育，几位家长使出全力《占位子》；

《爱的代驾》中遭遇失败却永不言弃的创
业者展现出坚持的力量……

央视负责人说，语言类节目只有秉
承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才能
博得观众的笑声和掌声；一个又一个鲜
活的人物形象，成为真实生活的百态缩
影，希望观众在关照这些人物的同时也
收获更多人生感悟。

2019 年是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由众
明星带来的歌曲《中国喜事》唱出了中国
人心中的欢喜；歌曲《我奋斗我幸福》描
绘了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人们昂首
阔步、奋斗前行的画卷。

据介绍，2019 年春晚涌现出大批青
年演员，李易峰、朱一龙、陈伟霆、邓伦、
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吴磊、江疏影、
周冬雨、景甜等都表达了年轻人的活力
律动和青春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