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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 温度：最高 30℃，最低 25℃

风向：东南 风力：3-4级，下午转 4-5级
阴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高 25℃，最低 22℃

风向：东南 风力：4-5级

5天4夜30多场双多边活动，习近平主席的观点得到了各方理解和认同

坚定自信彰显中国高度责任感
习近平结束出访回到北京 离开时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 6月 16日电 6月 16日晚上，在
结束对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事
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
次峰会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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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 16日上午， 习近平离开杜尚别启
程回国。离开时，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到机场
送行。两国元首亲切话别。

习近平感谢拉赫蒙总统和塔方的热情周到
接待，祝贺塔方成功举办亚信峰会。 下转荩7版

发那科超级智能工厂即将登陆，将带动整个上海工业机器人产业迈上新台阶

宝山致力打造机器人产业标杆区
力争集聚机器人相关企业 300家以上，加快形成产值超 500亿元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周楠

不久前，“全球工业机器人四巨头”之一
的发那科宣布，其继日本之外的全球最大机
器人生产基地即将登陆上海宝山，这个新项
目被命名为发那科“超级智能工厂”。

作为宝山区 2019 年的重大产业项目，

由发那科集团和上海电气集团合作的上海
发那科三期项目将于今年 10 月开工兴建，

总投资约 20亿元。 建成后， 将新增年产值
100亿元， 并带动整个上海的工业机器人产
量及规模迈上新台阶。

无独有偶，同属“全球工业机器人四巨
头” 之一的安川电机， 也正在和宝山区合
作。投资 50 亿元的国家重大专项安川半导
体机器人预计今年 10月投产，年产值约 30

亿元。

作为传统老工业区， 依托于钢铁产业，

宝山区转型升级而来的新兴产业价值渐显。

不仅有“机器人四巨头”中的“两大”，而且机
器人相关规模以上企业已有 117 家落户。

2018年，宝山区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领域实现
产值 373.3亿元， 占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近 20%。今年 1—4月，已实现产值 109.5 亿
元，占比基本持平。在集聚重点企业的基础
上，宝山区持续引进优质项目，希望打造中
国机器人产业集聚发展的标杆区。

重大产业项目带动园区升级
在距离顾村公园不过 10分钟车程的地

方，就是上海机器人产业园。鲜明的标识，便
是发那科连成一片的黄色厂房。

发那科总部位于日本富士山下，由于其
在工业自动化的成就，又向来以统一的黄色
示人，被外界称为“富士山下的黄色巨人”。由
发那科集团和上海电气集团联合组建的上海
发那科于 1997年成立， 双方各占 50%的股
份。其在宝山的一期和二期工厂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4年建成， 合计占地近 6万平方米，

其中近 4万平方米的系统工厂， 用于系统集
成的研发制造、安装调试和出厂检查。

2012年，上海发那科所在的顾村工业园
区成功转型为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并在 2014

年纳入张江高新区宝山园，成为上海首批转
型升级试点园区。

发那科三期项目占地 431亩，相当于 40

个足球场大小，是现有一期和二期工厂总面
积的四倍。这块项目用地，是从原先一家高
污染高能耗的有色金属企业收储转型而来，

今后将建成集生产、研发、展示、销售和系统
集成中心及服务总部， 打造一座中国最大、

最先进、最具柔性的机器人超级智能工厂。

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区内，以机器人等智
能装备为主的科创载体已达 10 万平方米，到
2020年达到约 35万平方米。除了发那科，国内
汽车装配领域的佼佼者“赛赫智能”、全球智能
焊接龙头企业“伏能士”、国内领先的工业机器
人研发制造商“众宏自动化”；以及“鑫燕隆”、

“中航飞行模拟器” 等以智能装备制造为主体
的总部型企业；国家机器人检测中心等科研机
构都已正式落地。

因为企业快速扩张，2018年，“伏能士”中
国总部迁入园区。 目前厂房面积达 3000多平
方米，在建立培训中心的基础上，也在建立研
发中心。“伏能士”中国总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之所以选择宝山，一方面看重其机器人产
业集聚，仅在园区内就有‘发那科’、‘鑫燕隆’

等相关合作企业。另一方面也看中优质配套资
源：园区免费提供连接轨道交通 1、7号线的短
驳车，附近还有顾村公园、华山医院北院、世界
外国语学校、 华师大二附中宝山实验学校、龙
湖天街、龙现代艺术馆等，解决了很多员工后
顾之忧。”

此外， 顾村大居内可供园区使用的公租
房面积约 8.3 万平方米，龙湖集团、金茂集团
正加快建设近 2 万平方米的高端人才公寓。

一期人才公寓将在今年 10 月完工， 提供约
330间公寓。 下转荩7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
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

坚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把
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在
光明日报创刊 70周年之际，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
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同志
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 年
来， 光明日报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与真理同行、 与时代同步，团
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界，在政
治建设、理论创新、道德引领、教育
启迪、文化传播、 下转荩7版

习近平主席此访期间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作为亚
洲大家庭的一员和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将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决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将坚持开放共
赢，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将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维护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习近平主席的观点得到了各方
理解和认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的系列主张紧扣当前形
势，回答关键问题，体现坚定自信，彰显了中国处理国际事
务的高度责任感 详细报道刊 8版荩

《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中美经贸摩擦需要澄清的若干问题

认清本质 洞明大势 斗争到底 刊 3版荩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对标中央要求 联系上海实际

答好“四个如何”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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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上海是由改
革开放成就的。 吃改革
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

是上海既往的写照，也是
推进发展应有的遵循。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
一颗 “初心”———站在改
革开放再出发的历史关
口，我们秉持初心、坚守
初心、锤炼初心的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坚定不移将
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更主
动地发挥开路先锋、示范
引领、 突破攻坚的作用，

从而继续走在全国改革
开放最前列。

进行到底，需要定力
和勇气；走在前列，更需
要自觉与担当。前者意味
着，我们需要始终以改革
开放的思路和方法解决
前进路上的问题、寻求新
的突破，越是进入“深水
区”， 就越是要敢于自我
革新，让改革的精神贯穿
始终，把开放的大门越开
越大。 后者则意味着，我
们需要始终将自己置身
全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大
局之中，多考虑能为全国
探索些什么、 尝试些什
么、提供些什么。

做上海的事、在上海
做事， 要有一种非同一般
的格局和境界。“上海是全
国的上海”，这句人们耳熟
能详的话， 既道出了上海
的地位， 也道出了上海的
使命。去年 11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特
别指出，“上海在党和国
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做好上海工
作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
念，在服务全国中发展上
海。” 只有跳出上海看上
海、 立足全国看上海、在
服务全国中发展上海，这
座城市的功能才能更好
地得到发挥，价值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彰显。

要继续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前列，最为基本的
一条，正是时刻保持这样的高站位，始终把上海未来
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
球化的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
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
划，并将这“四个放在”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点。这也意
味着，我们要主动把发展的扇面打开，面向长三角、面
向全国，打破各种制约要素流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的壁垒，用主动吸纳、主动服务、主动引领，来站在新
一轮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下转荩7版

习近平主席此次出席亚信杜尚别峰会，围绕成员国
追求亚洲美好明天的共同愿景发表重要讲话。针对冷战
思维回潮，提出要建设互敬互信的亚洲；针对各种传统
和非传统挑战，提出要建设安全稳定的亚洲；针对各国
期待加强区域合作，提出要建设发展繁荣的亚洲；针对

“文明冲突”论沉渣泛起，提出要建设开放包容的亚洲；针
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难题， 提出要建设合作创新的亚洲。

“五个亚洲”凝聚了各方对亚洲未来发展走向的广泛共识，

拓展了亚信进程的内涵和外延，引领了区域合作的理念和
方向

“五个亚洲”引领区域合作理念和方向

习主席系列主张紧扣形势体现坚定自信

值此光明日报创刊 70周年之
际，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热
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同志致以诚
挚的问候！

70年来，光明日报自觉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
同步，团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
界，在政治建设、理论创新、道德引
领、教育启迪、文化传播、科学普及
等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望光明日报深入学习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 坚守思想文化大报的定位，坚
持守正创新，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
局，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 展形象上不断作出努力，传
递党中央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殷切
期待和热情关怀，把广大知识分子
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19年 6月 16日

贺信

上海发那科厂区。 资料照片

上海出品电影《攀登者》亮相电影节，戏里戏外两代“攀登者”分享感悟：

“攀登者的精神就是中国精神”
■本报记者 李君娜
实 习 生 刘珈辰

“每个人心中一定
要有一座山，不一定有
珠峰那么高，但将是可

以永远为之奋斗的目标。” 上海国际电影
节上，颇受瞩目的是上海出品的电影《攀
登者》。昨天，电影《攀登者》在上海国际电
影节期间举办“登峰时刻”发布会，电影主
创们分享了电影幕后的创作与拍摄历程。

曾参加 1975年登珠峰行动的桑珠、 夏伯
渝两位前辈也来到现场回顾登峰经历，戏
里戏外两代“攀登者”同框齐聚，分享与记
录登峰英雄们走过的非凡人生历程。影片

将于今年 9月 30日国庆档全国公映。

传承中国精神展现东方美学
珠穆朗玛峰是中国最高的山峰，而珠峰

精神也是攀登精神的所在。 影片出品人、上
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说：“筹拍过程中，

主创团队观看了接近 20部国内外登山题材
的电影。区别于欧美、日韩等国家同类型题
材的大片，电影《攀登者》将通过中国文化和
精神的传承，展现电影作品中充满艺术想象
力的东方美学。”

编剧阿来透露， 影片由真实史实改编，

创作过程搜集了大量中国登山队的史料图
片与文献。 中国珠峰小队于 1975年成功登
顶，正值阿来读中学的阶段。 下转荩7版

《攀登者》电影海报。

资料照片

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启动 刊 5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