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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國「互聯網+」峰會。

網線等設備，要根據系統播放的語音提示
操作。考生根據語音提示先閱讀題目，聽
完錄音後作答。當前題目作答時間結束後
自動進入下一題目。考生要在每道題規定
時間內作答。考試過程中，未在規定時間
內完成作答的題目視為未作答，系統不會
有警告提示，且不可返回補充作答。考試
結束前，考生不得提前離場。
　　目前，有練習需求的考生可通過網站
elst.bjeea.cn下載安裝高考英語聽力機
考線上體驗考試系統，進行模擬練習。本
月29日，參加第二次英語聽力機考的考生
可通過北京教育考試院網站查詢本次考試
成績。
　　另據北青報記者從北京教育考試院獲
悉，北京市2019年高校高水準運動隊招生
統一測試將於3月23日在北京體育大學舉行。
據瞭解，2019年，北京將繼續組織田徑、
籃球、排球、足球、乒乓球、游泳、健美
操、武術、羽毛球、網球10個專案專業的
全市統測。報考專案在統測範圍內的考生
要參加全市統測，並參加招生學校組織的
測試。只參加學校測試而沒有參加全市統
測或統測不合格的考生，不享受高水準運
動員招生資格。
　　符合條件的考生要攜帶准考證和測試
費參加測試。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參加統測
的考生不能補測。（記者 武文娟）

「現在該到回家的時候了」

——臺灣代表團開放日側記

  北京青年報記者從北京教育 【本報訊】
考試院高招辦獲悉，2019年普通高考英語
聽力第二次考試將於3月16日舉行，3月11
日起考生可列印准考證。
　　據介紹，普通高考英語聽力實行一年
兩考，採用電腦考試模式，取兩次考試的
最高成績與其他部分試題成績一同組成英
語科目成績計入高考總分。第一次考試取
得滿分成績的考生將不再安排參加第二次
考試。第一次沒有取得滿分的也可通過申
請不參加第二次考試。從3月11日起，參加
第二次考試的考生可通過北京教育考試院
網站（www.bjeea.cn或www.bjeea.edu.cn）
自行列印准考證。
　　考試當天，考生要持准考證和身份證，
按規定時間到指定地點參加考試，並配合
工作人員核驗身份。嚴禁攜帶無線通訊、
電子存儲、記憶錄影等設備以及學習資料、
紙筆等學習用具進入封閉區。草稿紙與考
試用筆由考場發放。
　　英語聽力機考時長約20分鐘，考試場
次隨機分配。考生要按分配場次參加考試。
開考前50分鐘，考生可進入封閉區；開考
前40分鐘，考生要進入備考室。未能按時
進入封閉區或備考室者視為缺考，不得參
加當次考試。
   考試院高招辦有關負責人提醒，試音階
段，考生要戴好耳機，調整到合適的音
量。考試期間，考生不得亂動電腦電源、

[考動力]北京高考英語聽力第二次考試16日開考

澳門舉行「警民同樂日」 12人獲頒「好市民獎」

兩岸暨港澳產學合作論壇舉行

   新華社北京3月9日電【本報綜合報導】
（記者石龍洪）「由於各種複雜的歷史原
因，臺灣數次飄懸海外，屢遭劫難有家難
回，現在該到回家的時候了。」全國人大
臺灣代表團團長、全國台聯會長黃志賢的
一番話，道出許多臺胞的共同心聲。
　  3月9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臺
灣代表團全體會議向媒體開放。 新 華社記
者 王毓國 攝
　　9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臺灣代
表團媒體開放日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舉行。
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的議程結束
後，13位代表團成員集體接受採訪。探索
「兩制」臺 灣方 案、臺 海 局勢、兩 岸交
流……代表們結合自己的背景、工作和思
考體會，一一回應媒體提問，氣氛熱烈。
　　黃志賢回答了6個問題。他說，習近平
總書記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
念會上的重要講話受到海內外輿論高度關
注，引起包括兩岸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
女強烈共鳴。臺灣的前途在於國家統一，
臺灣同胞的福祉系於民族復興。兩岸同胞
應攜手共創共用全體中國人的美好未來。
「我的家鄉在臺南，那是一個文化底蘊深
厚、民風淳樸的地方，很希望能和家鄉的
鄉親們常走動，也歡迎他們多來大陸走走
看看。」黃志賢向島內鄉親發出誠摯邀請。

    長期關注教育問題的陳雲英代表，回
答了有關臺灣青年教育相關問題。她注意
到，近年來，越來越多臺灣青年來大陸求
學、就業、創業，他們來大陸的年齡越來
越小，其中有不少是初中生。陳雲英認為，
這代表他們希望來大陸謀求更好的發展前
景。近年來，大陸放寬臺生來大陸高校求
學的門檻、開放臺灣居民在大陸申請中小
學教師資格等政策措施，給臺灣青年在大
陸求學就業創造了更好的條件。陳雲英表
示，去年出臺的 惠臺31條「 措施 」不斷得
以落實，滿足了臺胞的願望，她很滿意。
　　針對民進黨當局在島內打壓促統的民
意，符之冠代表在答問時表示非常憤慨。
他說，民進黨當局千方百計阻礙兩岸交流，
違背歷史潮流，是螳臂擋車，必將失敗。
　　臺灣與海南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文
化相通。擔任海南省台聯會長的符之冠不
忘給海南 打廣告 。他邀請臺胞到海「 」 南
一起打拼，共用海南自貿區建設等發展機
遇。
　　陳軍代表籍貫為臺東，來自臺灣少數
民族。她建議，鼓勵支持臺灣少數民族多
來大陸參加文藝匯演、民族運動會等活動，
增進他們與大陸同胞的相互瞭解。她期望，
創造更多機會讓兩岸少數民族「人走起來，
情近起來，心聚起來」。

   中新社澳門3月10日電 (記者 【本報訊】
龍土有)澳門治安警察局10日在塔石廣場及
高美士中葡中學舉行 警民同樂日2「 0 1 9」
活動，推動警隊文化建設，加 深警 民 關
係。

    活動當日上午10時舉行開幕儀式，治
安警察局 局長梁文昌表示，治 安警 共有
787名警務人員因英勇行為及傑出表現而
獲得嘉獎；還有12名良好市民及兩 家 機
構，因熱心正義、協助警方撲滅罪行或積
極協助警方，而獲得 好市民獎「 」。

資料圖：澳門治安警察局員警在檢控車輛非法營
中新社發 龍土有 攝

    梁文昌稱，今年是澳門回歸2 0周年 ，
也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會針對性開展各
類預防及打擊犯罪的工作，為社會提供穩
定的治安環境，同時繼續將警隊服務市民
理念推上新臺階。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指出，近幾年，市
民與警方之間的關係有了很大改善，警民
同心已達到非常好的效果。但他強調，警
民關係永遠是不斷向前推進的，因為警方
的工作就是面對市民、解決市民的訴求和
市民之間的矛盾，所以會創設更多機制，
促使與市民的溝通更便利和更有效。
　　獲得 好市民獎 的龍「 」 潤泰，曾於 馬
場大馬路與另一市民合力制服一名盜取他
人手機的男子，交給警方處 他理。 表示，
自小見過很多盜竊情況，希望自己可以保
護弱小，見到需要幫忙的市民，自己會義
不容辭。
　　駕駛的士12年的 好「 市民獎 」得 主韋
志，去年在乘客下車後發現一個裝有10萬
元港幣的錢包，他沒有萌起貪念，而是將
錢包交給警方處理。他表示不能貪不屬於
自己的東西，做人心安理得最重要。
　　活動現場設有多個以防罪及守法知識、
交通安全及民防等主題的攤位遊戲，以及
警用車輛裝備展示體驗區，還有豐富的文
娛表演，包括警犬表演、警樂步操、 治「
安警好聲音 歌手獻唱等，讓參與 警民」 「
同樂日 的市民盡興而歸。(完)」

在推進高質量發展中創造廣闊空間——
  從全國兩會看奮進中國的發展機遇

英利能源（江西）有限公司員工在檢測光伏電池
片（2018年12月11日攝）。新華社記者 宋振平 攝

   新華社北京3月10日電 【本报综合报道】
題：在推進高質量發展中創造廣闊空間——
從全國兩會看奮進中國的發展機遇
　　新華社記者於佳欣、何欣榮、楊思琪
　　關鍵之年看兩會，非比尋常。
　　處在轉型發展關鍵節點的中國，將以
怎樣的關鍵之舉開啟新征程？
　　擊鼓催征穩馭舟。保持定力，堅定信
心，找准改革突破口，抓住新機遇，中國
發展進步將迎來更廣闊空間。

河北省遷安市一家手機3D玻璃蓋板生產企業的工
人在生產車間工作（2018年12月24日攝）。
新華社記者 楊世堯 攝

    把握時與勢，認清新機遇
　　儘管汽車市場相對低迷，萬豐奧特控
股集團所有汽車部件業務卻都逆勢上揚，
鎂鋁合金業務在北美的市場佔有率保持在
60%以上。
　　從汽車零部件生產到機器人高端製
造、通用航空，這家企業突破傳統製造的
天花板，通過智慧工廠實現生產全流程資
訊化。
　　「提前佈局，才能抓住稍縱即逝的機
遇；練好‘內功’，才能化危為機。」全
國人大代表、萬豐奧特董事局主席陳愛蓮
揭開發展「秘笈」。
　　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們對時與勢的
認識愈發清晰 —「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
戰略機遇期，擁有足夠的韌性、巨大的潛
力和不斷迸發的創新活力。」
　　在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林毅夫看
來，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任
何變局都是「危」和「機」同生並存，應
對得當將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重大機
遇。
　　機遇仍在，內涵在變。
　　新機遇，生長於產業轉型升級的土壤
中——

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曲折中前行，中
國經濟處在結構升級、速度換擋以及動能
轉換的關鍵時刻，面臨「成長的煩惱」。
　　代表委員們認為，在重要戰略機遇期
面前，不能再走過去的老路，必須牽住產
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牛鼻子」，走高質量
發展之路。
　　當前，我國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化，
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76.2%，服務業貢
獻率接近60%，高技術產業、裝備製造業增
速明顯快於一般工業 …傳統產業生機煥…
發，新興產業茁壯成長。
　　新機遇，孕育在新一輪科技和產業變
革中——
　　黑龍江七臺河市，一座被石墨烯重新
啟動的煤城。
　　從煤炭、焦炭、甲醇、輕烴，到石
墨、石墨烯，寶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不斷延伸煤化工產業鏈，不斷在石墨及石
墨烯新材料領域拓展。
　　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
迭起，未知遠大於已知，站高、看遠、想
深、謀實，就能發現新機遇。
　　「未來，我們將繼續向石墨烯等新材
料的高端應用邁進。」寶泰隆董事長焦雲
代表說。
　　新機遇，體現在高質量發展的追求
中——
　　浙江紹興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如何
破解古城保護與產業開發的課題，是高質
量發展的時代要求。全國人大代表、紹興
市委書記馬衛光說，為了同時做好古城保
護發展與新城開發建設，我們大力發展現
代服務業與高端製造業，在高質量發展的
探索實踐中，我們感到路子越走越寬。
　　「放眼全球，成功的一體化，無不以
社會服務、民生領域的高質量融合作為前
提和基礎。」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

在安徽省銅陵市華創新材料有限公司生產車間，
一名員工在監測鋰電銅箔生產過程
（2018年8月8日攝）。新華社記者 金立旺 攝

副主席周漢民說，作為我國區域一體化起步
最早、基礎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區，長三角
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中空間很大，比如在公共
服務一體化方面就蘊藏著很多新機遇。
　　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李稻葵說，「成
長的煩惱」要通過不斷的成長來解決，只要
我們抓住戰略機遇，更加堅定地推進改革開
放，中國經濟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在甘肅省玉門市民中心服務大廳，市民在
窗口辦理業務（2018年8月17日攝）。
新華社記者 範培珅 攝

     找准突破口，搶抓新機遇
　　「當前，最重要的仍然是做好我們自己
的工作。」林毅夫委員說，找准改革發展突
破口，就能抓住新機遇。
　　在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中創造機遇——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強化品質基礎支
撐，推動標準與國際先進水準對接，提升產
品和服務品質，讓更多國內外用戶選擇中國
製造、中國服務。」
　　中國中鐵工程裝備集團有限公司總工程
師王杜娟代表對此深有感觸：「加快創新發
展，走向世界，打響中國製造的品牌，這是
我們的奮鬥目標。」
　　在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搶抓機遇——
　　我國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著力轉
變政府職能，優化營商環境，讓更多企業輕
裝上陣，讓市場活力競相迸發。
一組數據振奮人心：部分地區企業開辦時間
由原來20天壓縮至8.5天以內，部分試點地區
工程建設專案審批時間壓縮一半，全年為企
業和個人減稅降費約1.3萬億元……
　　一個方向更加堅定：實施更大規模的減
稅降費，全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
近2萬億元，確保主要行業稅負明顯降低，著
眼「放水養魚」，增強發展後勁……
　　「這是對實體經濟發展最大的利好，有
利於資金向實體經濟湧入。」海馬集團董事
長景柱委員說。
　　在提升開放能力中共享機遇——
　　作為全球首個以進口為主題的國家級展
會，首屆進博會成果豐碩，第二屆進博會參
展依然踴躍。
　　「進博會是市場需求的風向標，要將之
打造成制度創新的試驗田。」全國人大代表、
上海外經貿商務展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章偉
民感受頗深。
　　以一系列實際行動向世界宣示開放決心：
降低進口關稅、縮減通關時間 年……2018 ，
我國外貿和吸收外資規模均創歷史新高。
　　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助開放，向著更
高層次開放型經濟邁進，中國與世界共同分
享發展紅利。
    同心謀實幹，奮鬥贏未來
　　這是去年全國兩會期間，「代表通道」
上的聲音——
　　「我們村通上了自來水、用上了天然氣、
住上了樓房 …」全國人大代表、陝西省延…
川縣梁家河村黨支部書記鞏保雄講述家鄉變
化。
　　一年後，鞏保雄又帶來好消息：受益於
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好政策，梁家河村人
居環境又有改善，村民收入又有提高，去年
人均收入達到216 0 0 元，比前一年增 加 了
800元。
　　每個機遇的發現和把握，都凝結著苦幹
實幹的奮鬥。
　　今年67歲的陝西省定邊縣十裏沙村黨支
部書記石光銀代表十分關注生態保護問題，
自1984年承包治沙以來，他已累計治理荒沙
達25萬多畝。
　　如今，石光銀開始探索集荒沙治理、休
閒旅遊、畜牧養殖等產業於一體的綜合發展
模式，「俺要想辦法，讓鄉親們的生活越過
越紅火！」
　　每一份活力的釋放，都凝結著創新和汗
水。
    服裝在很多人看來是一個傳統行業，新
郎希努爾集團借助3D技術和大數據平臺，將
過去的人工排版、手工製版，變成智能製版，
推動服裝生產效率提高30%。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改革創新科技研 發
和產業化應用機制，大力培育專業精神，促
進新舊動能接續轉換。
　　「經濟形勢變化中，常常蘊藏巨大的商
機。」新郎希努爾集團董事長王桂波代表說，
只要善用新技術，老樹也能開新花。
　　每一次發展的躍升，都源於改革 的深化。
   「賦予自貿試驗區更大改革創新自主權，
增設上海自貿試驗區新片區」被寫入政府工
作報告，受到關注。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浦東新區區長杭
迎偉說，建設上海自貿試驗區新片區，不是
簡單的範圍上的再擴區，而是著重聚焦特殊
經濟功能的塑造，是全方位深層次根本性的
制度創新變革。
　　近日提交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
的外商投資法草案，強調對外商投資的保護
和促進，也將進一步推動我國向制度型開放
邁進。
　　「只要我們把握好重要戰略機遇新內涵 ，
解放思想、重塑規劃、深化改革，就能化危
為機，把外部壓力轉化成高質量發展的新動
力。」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委
員說。（參與采寫：許祖華、宋曉東、吳帥
帥、有之炘、梁建強）

   【本報訊】人民日報臺北3月10日
電  （記者王平、孫立極）海峽兩岸暨 
港澳2019產學合作發展論壇今天在臺北舉
行，兩岸及港澳產學界數十位專家學者圍
繞兩岸及港澳在農業、醫療、文創等領域
的合作進行研討。
　　論壇由南臺灣產學聯盟協會及海峽兩
岸暨港澳協同創新聯盟共同主辦。中國產
學研合作促進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
華致辭時表示，希望通過論壇，進一步搭
建兩岸暨港澳產學合作平臺，增進兩岸中
小企業、高校、研究機構的交流，探索未
來合作管道，加強兩岸產學研領域的深化
合作。
　  南臺灣產學聯盟協會理事長汪明生表
示，臺灣南部發展潛力很大，希望大陸朋

友多到南臺灣交流。期盼通過論壇，促進
兩岸產學研合作，推動兩岸融合發展。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理事長李培根和臺灣金融科技協會創會理
事長王可言、香港產學研合作促進會會長
譚偉豪在論壇上分別圍繞 新工業革命與「
企業轉型 金融區塊」「 鏈發展 趨勢 」「風
險投資 等主題作報告。」
　　譚偉豪演講時表示，香港在區塊鏈、
5G、大健康等領域可發揮作用，希望通過
高校學術合作、孵化器交流等，加強兩岸
和港澳產學研合作，促進優勢互補，共拓
「 」一帶一路
倡議帶來的商機。與會者還圍繞 智慧農「
業 科技文創 精准醫療 等」「 」「 」 議 題進
行分組討論。香港產學研合作促進會與南
臺灣產學聯盟協會簽署了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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