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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表示，我在过去不到

一年时间里四次访华，对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和中国人民奋发
图强的精神面貌印象深刻。朝方
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十分宝贵，
希望多来中国实地考察交流。相
信中国人民在以总书记同志为核
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
创造新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朝鲜劳动党
将带领朝鲜人民继续大力落实新
战略路线，并为此营造良好外部
环境。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
堂北大厅为金正恩举行欢迎仪
式。

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
丽媛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
行欢迎宴会并共同观看文艺演
出。

9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饭
店会见金正恩。习近平积极评价
金正恩这次访华的重要意义，回
顾了中朝友好交往历史，表示中
方愿同朝方共同努力，维护好、巩
固好、发展好中朝两党两国关系，
共同书写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
共同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
荣作出新贡献。

金正恩表示，朝方无比珍
视朝中关系持续发展的良好势
头，愿与中方一道，认真落实双
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新的起
点上续写朝中友谊更加辉煌的
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夫人彭丽媛、
金正恩委员长夫人李雪主参加会
见。

会见后，习近平总书记夫妇
为金正恩委员长夫妇举行午宴。

9 日金正恩还参观了北京
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
药厂亦庄分厂，实地考察了有
关传统工艺及现代化中药加工
生产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以及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国
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出席有
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
洙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
员长、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朴
泰成，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李
勇浩，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
武力相努光铁，中央政治局候补
委员、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金
与正等陪同金正恩访华并出席有
关活动。

在川开课
现场讲解港珠澳大桥诞生过程

从概念到蓝图，从图纸到通车……
一个庞大的跨海工程是如何诞生的？
孟凡超详细介绍了前期规划、设计施
工、技术创新、重大意义四大部分。

“如没有这座桥，这个区域就不能
真正称之为粤港澳大湾区。”孟凡超
说，过去的珠三角概念有一些些局限
性，粤港澳三地发展各自为阵，缺乏一
体化、最大化的发展战略考虑。港珠
澳大桥是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交通
基础设施，大桥建成后已经形成粤港

澳1小时交通经济生活圈，实现同城化
和一体化。

此次孟凡超的讲堂，不仅是一次前
沿技术的探索，也是一次思维的碰撞。

虽然港珠澳大桥距离四川很远，
但四川观众对这个国家工程依然充满
了兴趣。“香港与内地的驾驶习惯不
同，桥梁设计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您
怎么看待公铁两路桥？”“港珠澳大桥
的设计寿命是 120年，期限到后是拆
除还是加固？”“面对海啸、地震等重大
地质灾害时，港珠澳大桥的应对措施
是什么？”“桥墩防撞怎么考虑的？”现
场不断有观众提问，孟凡超都细心地

一一作答。

攻坚克难
超级跨海通道迈入强国行列

港珠澳大桥庞大的工程，从2009年
12月15日正式开工建设至今，长达十
年时间，要保障施工安全是非常重要又
充满挑战的。

“在生产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没有
因安全事故死掉一个人，在我们国家超
级项目建设上，我认为是一个奇迹。”孟
凡超说，在这个海域，每天有大概4500
艘船通行，弄不好就要撞船。在广袤的

南海上，每年可能有两三次的台风，大
风掀起的海浪也很凶猛。因风浪流的
问题，港珠澳大桥每年的有效施工窗口
期其实不到180天，有一半的时间是不
能干活的。

要突破这些难题，孟凡超采用了
“四化”的建设理念，即“大型化、工厂
化、标准化、装配化”的建设理念。他认
为这“四化”建设理念的全面实施，从设
计施工的根本上保障了珠港澳大桥的
顺利完工。

孟凡超曾经说过，中国是桥梁建筑
的大国而非强国。而港珠澳大桥建设
完成后，他这次自信地告诉记者：至少
在超级跨海通道这个领域，我们已经迈
入了强国的行列。

新年愿望
退休后仍继续投身桥梁行业

2019年，孟凡超就要退休了。不
过，为桥梁事业奋斗了一生的他，并不
打算因为退休而离开这个舞台。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采访时，他说，他还想在设计桥梁这条
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他的家乡遂宁正
好有这样一个机会，或将成为他退休
后的第一个参与项目。这次他来川，其
中一个行程就是遂宁涪江六桥工程实
地考察。“家乡邀请我们单位积极介入
这个项目设计工作，我们也以高热情来
投入。”

“我想能有机会为国家修更多的
桥，从一个工程师的层面来推动行业的
高质量发展。”他说，高质量发展要依靠
工业化理念，不要把省钱作为工作的一
个导向标。“要用工匠精神追求极致，真
正达到高质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秋凤

首次回川开课，讲解超级工程

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
“退休后，希望为家乡遂宁设计桥梁”

今年四川将再添
500公里高速公路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
璐）2018年，四川建成了雅康、
汶马（部分路段）、巴陕、绵西、成
彭扩容等高速公路，全国第二长
高速公路隧道米仓山隧道和雅
康高速泸定大渡河特大桥等一
批超级工程投入使用……1 月
10日，四川召开全省交通运输
会议，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过去
一年，四川交通投资再创历史新
高，全年公路水路交通建设完成
投资1590亿元，继续保持稳中
有进的良好态势，连续8年完成
投资超千亿元。

据介绍，2018年，四川建成
了雅康、汶马（部分路段）、巴陕、
绵西、成彭扩容等高速公路436
公里，全省高速公路建成总里程
达7238公里，实现所有市（州）政
府所在地通高速公路。

过去一年，四川新增3个贫
困县通高速公路，全省134个县
（市、区）通高速公路，出川高速通
道达到19条。新开工成南扩容、
德昌至会理等高速公路，全省高
速公路建成和在建总里程突破1
万公里。

与此同时，四川还建成了全
国第二长高速公路隧道米仓山
隧道和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
桥等一批超级工程。国省干线
公路新改建2112公里，实施养
护工程1713公里，基本实现市
（州）至县通二级（三州三级）及以
上公路目标。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汪洋在会
上指出，2019年全省公路水路建
设投资确保完成1400亿元、力争
完成1500亿元，实现连续9年交
通投资超千亿元，力争新开工高
速公路10条、1000公里，确保建
成高速公路500公里，新改建国
省干线公路1500公里、农村公路
2万公里。

你知道吗？在成都的往来外籍
人员数量已位居中西部城市之首。
如何让这些外国“蓉漂”感受到成都
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如何让成都市
民体验到国际化社区的生活品质？
10日，成都市委外宣办召开成都市国
际化社区建设规划和政策措施新闻
发布会，发布了《成都市国际化社区
建设规划（2018—2022 年）》和《成都
市国际化社区建设政策措施》。其
中，“建设规划”提出，到2020年底，完
成“四片五园四区多点”国际化社区
建设布局，打造不同类别的国际化社
区45个；到2022年底，建成国际学校
6个、涉外医疗机构20家、出入境服务
站达10个、外籍人士之家22个。

聚全球贤才
外国“蓉漂”已达69万
“成都建设国际化社区，就是为

了破解超大城市治理的结构性难题，
促进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
化。”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社
治委常务副主任薛敏介绍，当前，成
都实际管辖人口已超过2000万，外
籍商旅人士已达69万，常住外国人
1.74万，往来外籍人员数量已位居中
西部城市之首。成都基层社会因外
籍人士、外来流动人口的逐渐聚集，
致使治理难度日益加大。

“从城市发展历程看，当今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城市，无不经历传统社
区向国际化社区转变的发展历程。”
薛敏解读，要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
走”战略目标，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可
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一条重要路径
就是推进国际化社区建设。当前，成
都正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
对外开放高地，迫切需要与国际接
轨，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更优惠、
宽松的政策，搭建外籍人才服务平
台，吸引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才
来蓉居家创业，增强成都的国际竞争
力和影响力，从而广聚全球贤才，提
升成都城市外向度和对外开放水平。

国际化社区
22个区市县实现“全覆盖”

按照时间节点，成都市到2020
年底，将完成“四片五园四区多点”国
际化社区建设布局，打造形成不同类
别的国际化社区45个；到2022年底，
建成国际学校6个、涉外医疗机构达
到20家、出入境服务站达10个、外籍
人士之家22个。全市22个区(市)县
实现国际化社区“全覆盖”，打造出一
批具备全国知名度的品牌社区，构建
完成惠及全市居民的国际化社区发
展体系。

在武侯区桐梓林社区，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看到，外籍人士在
社区的“桐梓林境外人士服务中心”，
可以办理短期私人事务签证、短期团
聚签证等事务。

61岁的美国人约翰·奥康奈尔来
到成都三年，但他已经爱上这座生活
休闲、美食繁多的城市。而他也在桐
梓林社区担任了“社区助理”，协助外
籍人士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在2022年前
建100所国际化窗口学校

记者了解到，成都市鼓励打造社
区新消费场景，提出对引入国际、时
尚品牌等业态，植入国际化教育、医
疗、运动健身、酒吧餐吧等元素，打造
具有国际范消费新场景的社区，择优
给予资金支持。借鉴国际经验，探索
设立社区发展基金（会），促进社会企
业、社会组织集群高效发展；鼓励外
籍人士投资设立社会企业。同时，积
极引进和培育适合社区特点的创新
创业平台，促进社区创业，打造社区
孵化、园区转化的双创生态。

在服务提升方面，将突出实效

性。围绕外籍人士和本地居民的生产
生活需求，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生活
服务、专业服务水平。在全市符合条
件的境外人员聚居区和重点企(事)业
单位建立出入境服务站，并将出入境
证照办理、法律咨询等涉外服务事项
办理权限延伸到社区。做好在蓉就业
外籍人士参加成都市社会保险工作，
及时发布外籍人士在蓉购买房产、租
赁房屋的中英文相关规定和指南，指
导、规范中介机构提供相关涉外中介
服务。根据成都市外籍人士居住区域
及就医习惯和意愿，推荐20家医疗机
构作为成都市外籍人士重点目标医院
(医疗机构)。在2022年前，建成100
所教育国际化窗口学校。

2020年建成国际化社区45个

在社区感受
成都国际范

/政策激励

国际顶尖人才、团队
来蓉创新创业

给予最高1亿元资助
而结合成都国际化建设的

现实需求，成都市重点围绕人才
的引、育、留，因地制宜、精准施
策。比如，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等
国际顶尖人才(团队)来蓉创新创
业给予最高 1 亿元综合资助。
对“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专家等来蓉创新创
业，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资金资
助。对重点创新创业团队和知
名企业引进“高精尖缺”海外人
才，在其上一年度对成都发展做
出的贡献额度内，给予最高500
万元的引才奖励。

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外
籍人才授予“金沙友谊奖”。符
合条件的海外人才，可申领“蓉
城人才绿卡”。同时，还对提升
出入境停居留服务、保障高层次
人才生活便捷方面，提出了系列
激励扶持措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实习生邱静静

摄影报道

1月10日，在由省委组织部举
办的2019年首场“天府大讲
堂”上，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

孟凡超带着老花镜，首次到四川开课。
他的“学生”包括四川各个职能部

门的约400名代表，他们来自省委办
公厅、省委统战部、省委政策研究室、
省委网信办、省档案馆、省科技厅、省
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水利
厅、省农业厅、省统计局、省审计厅等
约80家单位。

孟凡超在川首次授课，讲了哪些
内容？对于中国桥梁事业又有哪些见
解？他在成都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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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在成都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外国“蓉漂”体验成都文化。

国际化社区吸引外籍人才来蓉居家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