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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

电 10月10日，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分别致电古共中央第一
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和
古巴新当选的国家主席
迪亚斯 -卡内尔 ，祝贺
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
权代表大会特别会议成
功召开，并选举产生国家
主席。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
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
古两国人民结下深厚友
谊， 中古已成为真诚互
信、 命运与共的好朋友、

好伙伴、好兄弟。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
重视中古关系发展，愿同
劳尔·卡斯特罗第一书记
保持密切沟通，共同谱写
新时代中古友谊新篇章，

愿同迪亚斯-卡内尔主席
一道努力，不断拓展两国
合作广度和深度，推动中
古关系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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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10 月 11 日 ，

2019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
博览会在河北省石家庄
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
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日新月异， 数字经济蓬
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
生产生活方式， 对各国
经济社会发展、 全球治
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
响深远。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
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在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
下，中国正积极推进数字
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引
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希望与会代表深
化交流合作，探讨共享数
字经济发展之道，更好造
福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在尼泊尔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
新华社北京 10月 11日电 10月

11日，在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尼泊尔 《廓尔喀日
报》、《新兴尼泊尔报》和《坎蒂普尔日
报》发表题为《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
推向新高度》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班达里总统邀请，我即将对友
好邻邦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

第一次访问尼泊尔，但尼泊尔对我来说
并不陌生。这里壮美秀丽的山川、独具特
色的文化，令我心向往之。我多次会见访
华的尼泊尔领导人， 同他们结下了深厚
友谊。我期待着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同
尼泊尔朋友畅叙友情，共话合作，规划两
国关系发展新蓝图。

中尼山水相连， 世代友好。1600多
年前，中国高僧法显、尼泊尔高僧佛驮
跋陀罗互访对方国家，合作翻译了流传
至今的佛教经典。中国唐代时，尼泊尔

尺尊公主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高
僧玄奘到访释迦牟尼诞生地兰毗尼并
留下珍贵文字记录。元代时，尼泊尔著
名工艺家阿尼哥率工匠来华，主持修建
了北京妙应寺白塔等宏伟建筑。这些友
好佳话，激励着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相知
相亲、携手前行。

1955年中尼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
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成为邻国间平等相待、友好合作、互利
共赢的典范。 下转荩7版

李强会见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

发挥地方优势推动合作交流
本报讯 （记者 谈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会见了
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

李强代表上海市委、市
政府和全市人民对总理阁
下来沪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并介绍了上海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他说，中所两国建
交是顺应时代潮流、造福两
国人民的好事，我们高度赞
赏贵国政府及总理阁下的
正确决断和战略眼光、政治
魄力。此次总理阁下率团访
华，与习近平主席、李克强
总理成功会晤，必将为两国
关系发展开辟更加光明、更
加美好的未来。上海作为中
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改革开放
前沿窗口，正在按照习近平主席对上
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国

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
中心。 我们愿在两国达成的友好合作
大框架下，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和作用，

推动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
交流， 为促进两国关系发
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作出
积极贡献。

索加瓦雷表示，所方选
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作
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
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这同国际法和联合国大会决
议相一致。 中国取得的发展
成就令世界瞩目， 上海作为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充满生机
活力。 希望以此次访问和所
中双边合作协议签署为契
机，更好学习借鉴中国、上海
的发展经验， 进一步拓展合
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推动
所中关系向前发展。

我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薛
冰，上海市领导诸葛宇杰、许昆林参加
会见。

多项通信保障自主研发新技术将在第二届进博会首次应用或升级

网络能“呼吸” 天线会“思考”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会呼吸的网

络”、“会思考、会行动”的二维可调天线、

“5G+MR”多屏联动的通信保障系统……

第二届进博会“新鲜货”云集，众多信息
通信新技术也将在此一展身手。 记者了
解到，历经多次大型展会、重大活动保障
的本市三大运营商， 为即将到来的第二
届进博会已准备好了一系列最新技术保
障， 确保第二届进博会的信息流更加通
畅便捷。

首届进博会期间，上海移动“会呼
吸的网络”一举成名。网络可根据场馆

内的实时人流和使用情况进行智能调
节，满足大客流之下的流量调节、信号
增幅等需求。上海移动的工程师告诉记
者，第二届进博会上，他们结合去年展
会期间的网络运行大数据，进一步升级
“会呼吸的网络”，针对会议室、电梯等
信号表现不佳的区域进行延伸增强覆
盖。

一个长度超过 1米，宽约半米的巨大
金属精密设备，引起记者兴趣。随着一旁
上海移动测试人员准确地操控遥控仪
器， 设备一侧的高频阵列面板开始缓慢

地进行自转……这款设备叫做 “二维可调
天线”，由上海移动针对进博会大型保障场
景下的 4G/5G 网络协同， 首次开展创新应
用。工程师告诉记者，这款在大型展会保障
场景下首度应用的二维可调天线， 具备远
程操控调节水平方位角的功能。 当现场话
务热点发生变化时， 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根
据人流迁移情况远程对天线覆盖区域进行
调整， 还可结合业务需求快速实现锚点和
5G 的同步覆盖。未来，二维可调天线更可
结合后台网络运行大数据实现实时分析，

基于 AI 技术自动判断调整天线角度，升级

成为“会思考、会行动的天线”。目前，首批
二维可调天线已成功安装于国家会展中心
北广场的室外基站。

首届进博会上， 上海联通首次启用了
自主研发、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感知监控
系统，它具有三大功能———故障智能诊断
系统、IP 故障自愈和网管智能机器人。今
年，上海联通将感知监控系统升级到 2.0

版，它能联动 App，在重要保障期间，可实现
7×24小时全程监控， 保证监控人员对网络
状况了然于胸，看得全、看得清、管得住、调
得动。 下转荩7版

调研人工智能“四大高地”建设
董云虎主持会议审议调研报告等

本报讯 （记者 张骏）昨天，市政协召开十三届三十二次
主席会议，传达市委有关精神，审议“上海打造人工智能‘四
大高地’的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重点课题调研报告等事项。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主持。 下转荩7版

申城文学活动
正在形成“矩阵”

创作硕果累累、梯队整体崛起、刊
物生机勃勃、活动异彩纷呈

李强会见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 陈正宝 摄

浦江“一条鱼”

端出特色产业大餐
上海海洋大学组团攻坚助推西藏

亚东县脱贫摘帽

均刊 2版荩

10月 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奈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更加持久推动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习近平莫迪星空下畅谈治国理政
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

新华社印度金奈 10月 11日电 （记者
孙勇 霍小光 骆珺）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
在金奈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从下榻饭店驱车前往马哈巴利
普拉姆古寺庙群。沿途随处可见习近平主席
大幅照片，成千上万各界群众和青年学生挥
舞中印两国国旗夹道欢迎，身着民族盛装的
青年男女欢快击鼓，载歌载舞。

莫迪在入口处迎接，对习近平来到金奈
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表示，去年我同总理
先生在武汉成功举行会晤，引领中印关系
进入新阶段。 我很高兴应你邀请来到印度
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 对印度的了解可以
更进一步。

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建于公元 7至 8

世纪，由阿周那石雕、五战车神庙、海岸神庙
等古迹组成。莫迪陪同习近平一一参观并亲
自做讲解。两国领导人边走边谈，深入交流，

共话文明对话互鉴。

习近平指出，泰米尔纳德邦同中国的交
往历史悠久， 自古同中国海上贸易联系密
切，是古丝绸之路的海上货物中转站。中印
都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交流互鉴
绵延至今。两国先辈们克服重重障碍，开展
广泛交流，推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发展
和传播，双方均受益良多。中印人文交流大
有潜力可挖。 双方要以明年中印建交 70周
年为契机，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人文
交流， 共同倡导和促进不同文明对话交流，

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更加持久的推动力，续
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莫迪表示，我们所在的这个古寺庙群是
印度文化遗产和建筑的杰出代表，见证了印
中两国跨越十几个世纪的文明交流和悠久
的历史联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印中两国
现在都已经成为重要新兴经济体，加强交流
合作，对于两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促
进全球进步繁荣。 下转荩7版


